
2020年度武汉科技馆老馆维修改造暨武汉市青少年创新教育中心

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科学技术馆 填报日期：2021.06.22

项目名称 武汉科技馆老馆维修改造暨武汉市青少年创新教育中心项目

主管部门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科学技术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
总额

600.00 600.00 100% 20

年度绩效
目标1

（8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招标完成率 7项 7项 10

招投标项目合同签订率 7项 7项 10

质量指标 已完成招投标项目质量达标率 7项 7项 10

时效指标
完成前期招投标工作、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编制工程量清单及启

动施工

100% 100% 10

成本指标
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相关规定

控制成本
100% 10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拉动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展示科技前沿，

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

100% / 7.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项目实施的后续运行产生可持续影

响
使用寿命30年 / 7.5

总分 85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2020年该项目尚未验收移交，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及满意度指标暂无法评价其完成情况，
预计开馆之后能够实现绩效目标。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方案

完善下年度绩效目标编制，按当年工作计划和进度合理设置可量化的绩效指标。同时，
继续严格执行项目建设各项制度，保障建设进度按计划进行，经费支出合理规范。



2020年度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科学技术馆 填报日期：2021.06.22

项目名称 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

主管部门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科学技术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
总额

2,075.00 2,075.00 100% 20

年度绩效
目标1

（8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时展览 5个 5个 5

科普剧创作 5部 5部 5

科普剧表演 115场 68 3

科普实验表演 10部 3部 1.5

科普冬（夏）令营 8期 0 0

科普报告会 12场 11场 4.5

宣传：天天科普 365篇 245 3.36

宣传：走进科技馆 50期 67 5

宣传：探秘科技馆 40期 15 5

宣传：中小学生科普剧汇演 1次 0 0

质量指标
科普知识标识满意度 80% 85% 5

展品完好率 90% 95.30%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消费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展品完好率是否保持良好 90% 95.30% 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5

总分 82.36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1、因疫情防控要求，未开展冬（夏）令营活动、学生科普剧汇演等人员聚集性活动并适当减少
了科普剧场的演出数量。
2、2020年1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武汉科技报》和《武汉科技报·少年科普周刊》均停
刊。2020年5月复刊后发布14期走进科技馆；15期探秘科技馆，未完成年初绩效目标；但在疫情
防控期间，充分利用武汉科技报的新闻媒体平台优势，协助我馆向各大媒体推送科技馆的重大
活动、工作动态等，在人民网上发布科技馆相关稿件22篇，在新华网上发布科技馆相关稿件11
篇，在今日头条上发布科技馆相关稿件20篇等。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方案

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合理制定下年度项目绩效目标，继续大力开展各类科普教育
活动，全面提升市民科学素质。



2020年度科技馆运行经费项目自评表

单位名称：武汉科学技术馆 填报日期：2021.06.22

项目名称 科技馆运行经费

主管部门 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 项目实施单位 武汉科学技术馆

项目类别 1、部门预算项目 √   2、市直专项   □  3、市对下转移支付项目 □

项目属性 1、持续性项目√  2、新增性项目 □ 

项目类型 1、常年性项目     □   2、延续性项目√   3、一次性项目 □

预算执行情况

（万元）

（20分）

预算数（A） 执行数（B） 执行率（B/A） 得分

（20分*执行率）

年度财政资金
总额

2,698.85 2,693.31 99.79% 20

年度绩效
目标1

（8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初目标值

（A）
实际完成值

（B） 得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观众接待人数 80万人次 119.3万余人次 6

对外开放天数 220天 131天 4

科普信息发布数量 720篇 996篇 6

各类科普信息浏览量 100万人次 88.86万余人次 5.3

科普大篷车巡展场次 45场 56场 6

科普大篷车巡展接待人数 5万人次 5万余人次 6

质量指标
讲解员讲解满意度 80% 89% 6

员工服务满意度 90% 98% 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全面科学素质提高促进程度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带动区域经济，促进消费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安全保障率 90% 100% 6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可持续影响

科学性展品比率是否保持良好 良好 良好 5

互动性展品比率是否保持良好 良好 良好 5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

社会公众满意度 90% 92% 6

总分 97.3

偏差大或目标未完成
原因分析

对外开放天数指标完成率60%，主要原因为受疫情影响，武汉科学技术馆上半年基本处于闭馆状
态，于2020年7月25日正式开馆。

改进措施及结果应用
方案

持续落实每日自查制、报备制。开馆前，对场馆进行全面消毒消杀和安全检查，全体员工进
行核酸检测；开馆后，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坚持落实每日场馆、展品消毒消杀制
度。实行网上实名预约、总量控制、分时限流、错峰进馆等举措，确保参观环境安全、有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