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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职能 

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是广东省科学院的二

级预算单位，也是广东省的骨干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有：承担建

设广东省农业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环境科学与技术

公共实验室、广东省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装备工程中心、广东省

城乡过渡带生态与环境应用技术示范重点科研基地和广东省土

壤科学博物馆，承担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利用等公益和技术研

究、监测工作，承担热带亚热带土壤标本的采集、收藏、展示以

及广东省土壤种质资源库利用等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在广东省科学院“一院两制三体系四融合”的发展战略指导

下，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围

绕“研究所十四五规划”，全面布局学科、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深化新型现代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市场化的技术育成转化和

技术服务体制创新，继续向着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目标前进。    

1.年度总体工作 

（1）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党的建设 

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指导，始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切实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

基准，扎实推进我所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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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研究所-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科研分级管理机

制 

围绕学科方向布局和提升重大科技任务承担能力，在研究团

队直接管理机制的基础上，调整与优化研究中心，使之实体化，

形成研究所对接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对接研究团队的管理模式。 

（3）全面实施研究所“十四五”发展规划 

全面实施研究所“十四五”发展规划，将以土壤科学和环境

地球科学的新时期学科发展为基础，在新形势下抢抓机遇、创新

跨越，将研究所建成区域性地表水/土过程应用基础研究和生态

环境技术研发的重要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全面提升解决红

壤区生态环境治理和水土资源绿色可持续利用等关键问题的科

技支撑力量。 

（4）持续推进平台建设 

围绕 “前瞻性水土物质循环知识创造—土壤资源与环境关

键技术创新—科学与产业发展支撑”的完整科技创新产业链，构

建与优化“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平台体系，对接省

科学院技术育成与孵化平台。 

（5）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在现有人才队伍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优势学科领军型人才的

培养，加强宏观学科不同层级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引进。 

（6）全面提升研究所管理能力 

以管理信息化为手段，整合研究所资源，优化管理方法，提

升管理效率，实现从管理中获得效益。 

（7）打造研究所文化宣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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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系红土，根植南粤”为理念，加强研究所形象建设和

对外宣传工作，加强科学文化的传播，树立核心价值观，弘扬研

究所“红壤精神”，提升管理水平，增强研究所的凝聚力、向心

力。 

2.重点工作任务 

（1）围绕研究所“十四五规划”重点学科方向，全面布局

人才队伍及科技资源取得初步成效，成果持续高效产出；（2）积

极开展咨询和产业技术服务，推进技术育成孵化初显成效；（3）

完善平台建设，打造多学科、全创新链科研平台取得进展；（4）

加强对外合作和学术交流，不断提升研究所影响力。 

（三）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研究所以规划发展为重点，围绕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

的目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推动人才队伍建设，科研平

台建设、创新能力、成果转化及科技服务等方面的发展。我所根

据部门工作任务，设置了 21 项绩效目标，其中，产出指标 13 项，

效益指标 8 项，具体内容如下表 2-1 所示。 

（四）单位整体支出情况（以决算数为统计口径） 

2021 年我所单位整体支出合计 18237.61 万元，按支出性质

和经济分类，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类，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1 部门整体支出基本情况 

项目(按支出性质和

经济分类) 

调整预算数 

（万元） 

决算数 

（万元） 

支出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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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支出 3071.92 3027.47 16.60% 

人员经费 2787.61 2787.61 15.28% 

日常公用经费 284.31 239.85 1.32% 

二、项目支出 12898.43 15210.14 83.40% 

本年支出合计 15970.35 18237.61 100.00%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我所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结论为：贯彻落

实广东省科学院的工作安排，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基本完成，部门

整体预算投入与产出取得较好成效，但在预算执行方面还有一定

的改进空间。我所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为：

97.01 分，评定等级为优。 

（二）履职效能分析 

1.整体绩效目标的产出和效益情况 

2021 年我所设置的绩效目标全部实现预期目标值，总体绩效

目标完成情况较好。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得 10

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得分 10 分。 

表 2-1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自评指标 具体指标 
年度目

标值 

年度实

现值 
佐证材料名称 

履职效能

-整体效

能-部门

整体绩效

  数量指标 

授权发明专利

（件） 

12 18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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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产出

指标完成

情况 

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件） 

2 2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授权国际专利

（PCT 等）（件） 

2 3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被 SCI、EI、CPCI

收录以及中文核

心等论文数（篇） 

100 117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省部级平台 2 3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承担国家项目

（项） 

20 26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承担省、市项目

（项） 

30 42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人才引进 18 18 

2022 年度打造综合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新引

进人才类别评审结果通知 

科技奖励 2 3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质量指标 

关键设备验收合

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进度完

成率（%） 

90% 90%   

成本指标 

设备利用率 90% 9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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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职效能

-整体效

能-部门

整体绩效

目标效益

指标完成

情况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重大科技平台共

享率 

0 100%   

科技成果完成率 95% 100%   

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金额（亿元） 

0 0.59 绩效完成情况详情 

生态效益 实现绿色发展 合格 合格   

可持续发

展 

实现科学研究成

果转化应用（项） 

0 2   

人才队伍建设目

标完成率 

95% 95%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科学院院属单位

满意度（%） 

90% 90%   

科学院院外合作

单位满意度（%） 

90% 90%   

 

 

（1）人才方面，新增国家、广东省杰出青年各 1 名，本年

度引进省科学院百人计划人才 12 人（B 类 4 人、C 类 6 人，D 类

2 人），博士 25 人。 

（2）科技奖励。2021 年，我所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一

项、广东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项、广东省自然资源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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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标准论文方面，科技成果持续高效产出。2021 年，

发表论文 114 篇，其中 SCI/EI 收录 101 篇，自然指数期刊论文 9

篇；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年度管理评审，授权专利 24

项，其中发明专利 18 项，外国专利 3 项。 

（4）科研项目方面，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能力明显提升。

本年度国家和省级人才专项再次取得突破。新增纵向科研项目 80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24 项；获批国家杰青和省杰青基金项目各 1

项，国家基金联合基金项目 1 项，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1 项，中国博士后基金 5 项；新增横

向项目 270 项。 

（5）成果转化方面，成果转化工作发展态势良好。科技成

果转让、许可、作价投资项目和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项目当年

到帐总金额 5853 万元，其中：专利转让合同 1 项，合同金额 50

万元；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 项，合同金额 10 万元。 

（6）咨询和产业技术服务方面，1）1 项行业标准获得农业

农村部发布，4 项广东省地方标准获批发布，为我国实施《土壤

污染防治法》提供有力支持。2）成功孵化一家科技公司并在佛

山落地。转让 3 件发明专利，使用权许可 1 件发明专利。培养出

多名技术经纪人。3）加强科技咨询服务资质管理，提升各项咨

询服务工作成果质量，2021 年测绘资质升级为“乙级”。 

（7）学术交流活动和平台层次方面，1）主办“乡村振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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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镇域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承办“2021 资源环境与生态保育国际研讨

会”；协办“大湾区土壤及地下水修复高质量发展论坛”。2）

主办 6 场红壤讲坛、6 场石浪计划，共邀请了 21 位所外相关学科

领域高层次专家分享高水平学术报告。3）获批国家基金国际合

作项目 1 项，与国内优势科研院所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4）

推进“华南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粤北土壤环境”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建设工作；5）新增“环

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基地”、“土壤养分管理与

污染修复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核心参与）”、“广东梅州水土流失

机理与防控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8）管理方面，1)以信息化为抓手，优化管理体系，提升

管理效率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为研究所更加高效和规范的管理

提供支撑。进一步推进“制度流程化，流程信息化”工作，有效

倒逼制度建设和风险防控；从计划管理、绩效考核、职位体系等

方面着手优化管理体系，向管理出效益的目标不断迈进。2)以园

区建设为重点，加强后勤保障：坚守疫情第一线，完成园区疫情

防控工作；推进园区规划工作，保障园区有序发展；完成学生公

寓建设、研究所大门及配套建设、会议室改造、人才周转房整修

等工程；创建安全科研园区，全年园区无事故。3）以财务管理

触角前移为切入点，管理角色逐步转变。财务从财务基础信息完

善、业财融合、内控体系建设、构建数据应用平台等方面出发，

不断挖掘业务链条风险控制点、从后台向中前台延展财务管理触



 10 

角，将传统财务管理模式转型成为专业、高效、具备价值创造的

财务 BP，逐步实现由核算型财务向参谋型财务转变。    

2.单位预算支出情况 

2021年我所单位整体支出合计18237.61万元，按支出性质和

经济分类，分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类：（1）基本支出3027.47

万元，支出占比16.60%，其中，人员经费支出2787.61万元，支

出占比15.28%，日常公用经费支出239.85万元，支出占比1.32%；

（2）项目支出15210.14万元，支出占比83.40%。部门预算资金

支出率得5分。 

3. 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和支出率 

（1）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2021 年，我所承担省科学院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的 1 个政策任务：“建设国内一

流研究机构”，共计 51 个二级项目。项目均按照时间进度完成

研究任务，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部分绩效目标未能达到

预期目标，主要原因是：专利申请到授权周期不可控等，总体情

况合理。专项资金绩效完成情况得 19.28分。具体情况详见表 2-2. 

表 2-2  “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

标值 

实际完

成情况 

实际完

成率 

未能达标完成或完

成率在 150%以上的

具体原因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申请实用新型

专利（件） 1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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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授权 1 

1 100% 

 

科研骨干培养 1 
1 

100%  

申请发明专利

（件） 5 

5 

100%  

承担省、市项

目（项） 16 

15 

94% 

未申请到省市项目，

准备再申请 

研究生培养 2 
2 

100%   

承担国家项目

（项） 15 

20 

133%   

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件） 3 

6 

200% 

之前申请专利完成

授权 

授权国际专利

（PCT 等）

（件） 2 

2 

100%   

服务企业数量

（家） 6 

6 

100%   

授权发明专利

（件） 16 

19 

118.75%  

被 SCI、EI、

CPCI 收录以

及中文核心等

论文数（篇） 106 

116 

109%   

人才引进 16 
1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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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指标 关键设备验收

合格率（%） 100 

100 

100%   

时效

指标 工作任务进度

完成率（%） 100 

100 

100%   

成本

指标 

政府采购执行

率（%） 100 

100 

100%   

设备利用率

（%） 90 

90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无经济效益指

标 — — — 无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社会服务完成

率（%） 100 100 100%   

科技成果完成

率（%） 100 100 100%   

生态

效益

指标 实现绿色发展 良好 良好 10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人才队伍建设

目标完成率

（%） 80 80 100%   

 

（2）专项资金支出率。2021 年我所专项资金项目支出执行

《广东省科学院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行动专项资金项目暂行

管理办法》（粤科院科字〔2018〕147 号）及《广东省科学院生

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具体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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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见表 2-3 所示。专项资金支出率得 5 分。 

表 1-3 项目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到位经费 支出经费 支出率 

华南土壤污染控制与修复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土壤

检测分析能力提升体系构建 
100 100 100.0% 

华南土壤污染防控技术体系构建与战略规划 69 69 100.0% 

南方丘陵区典型流域非点源氮磷污染物迁移转化与调

控研究 
180 180 100.0% 

南方喀斯特湿润区典型生态系统蒸散发滞后效应模拟 19 19 100.0% 

同位素示踪技术探究红壤-水稻系统镉的转运和吸收

机制 
44.24 44.24 100.0% 

土壤结构变化对土壤供氮能力与氮肥利用特征的影响 19 19 100.0% 

场地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的统计学模型构建

与联合修复技术研发 
35 35 100.0% 

华南红壤铁氧化物调控甲烷氧化耦联代谢的机制研究 35 35 100.0% 

基于多孔混凝土纳米二氧化钛技术的城市地表径流氮

磷污染消减研究 
35 35 100.0% 

大湾区多元驱动的元素循环关键过程与污染控制 400 4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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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过程的元素-铅镉同位素示

踪研究 
19 19 100.0% 

粤北地区农村地下水饮用水源水质评价及保护对策研

究 
50 50 100.0% 

大湾区生态系统碳、氮、铁生物地球化学关键过程与

相互作用 
50 50 100.0% 

稻田铁-氮元素循环耦合过程驱动的镉迁移转化 49 49 100.0% 

稻田土壤中铁元素循环过程驱动的自由基生成及转化

机制 
11 11 100.0% 

稳定同位素示踪鉴定分析苯胺好氧和厌氧降解菌及其

代谢途径的研究 
19 19 100.0% 

稳定同位素示踪与宏基因组学联用平台揭示三氯生降

解机理及交叉耐药性诱导机制 
19 19 100.0% 

基于铜稳定同位素分馏技术探究水稻体内铜的转运与

调控 
19 19 100.0% 

砷污染石灰性土壤中砷氧化过程及功能微生物识别研

究 
19 19 100.0% 

电微生物驱动的甲烷产生及镉砷形态转化新机制 90 90 100.0% 

无机-有机复合材料对土壤重金属长期稳定化及磷素

淋失阻控的联合机制 
19 19 100.0% 

基于复合指纹技术的南方红壤区崩岗小流域侵蚀泥沙

来源研究 
35 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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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发育土壤的坡面侵蚀泥沙特性对其结构稳定性的响

应 
11 11 100.0% 

污水中微生物胞外聚合物对鸟粪石成核、生长和溶解

的影响研究 
50 50 100.0% 

矿物-微生物相互作用驱动的重金属污染控制 50 50 100.0% 

场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后不同再利用情景环境风险

评估方法研究 
19 19 100.0% 

稻田土壤亚铁氧化-硝酸盐还原过程及 N2O排放研究 19 19 100.0% 

基于质粒组编码功能基因多样性的研究：以多环芳烃

污染降解功能为例 
70 70 100.0% 

粤港澳大湾区抗性基因分布特征、来源解析及污染控

制 
50 50 100.0% 

铁矿物吸附分馏对溶解性有机质（DOM）分子组成及其

重金属反应特性的影响及预测模型 
35 35 100.0% 

利用稳定同位素示踪-宏基因组联用平台揭示固氮微

生物的分子机制 
35 35 100.0% 

铁元素价态转化对南方红壤稻田氧化亚氮排放的影响

及其机理研究 
19 19 100.0% 

外源有机物添加对红壤农田土壤结构和水分循环影响

机制 
19 1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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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统计学的粤北典型重金属污染区域耕地治理单

元划分与安全利用技术集成 
19 19 100.0% 

畜禽粪便存储过程中磷元素的迁移转化规律及其流失

防治 
35 35 100.0% 

纳米生物炭影响水稻土中铁-氮耦合循环转化的微生

物机制研究 
19 19 100.0% 

不同耕作模式下南方稻田氮磷固存和流失效应及微生

物学机理研究 
49 49 100.0% 

海水倒灌影响农田土壤镉活性的化学机制 10 10 100.0% 

有机固体废弃物生物燃料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50 50 100.0% 

基于 Cr同位素分馏的微生物-Fe(II)协同还原 Cr(VI)

的反应机制解析 
10 10 100.0% 

基于因果推理模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解析 37.8 37.8 100.0% 

典型土壤腐殖质与土壤矿物的界面作用机制研究 50 50 100.0% 

“南方丘陵”山地生态屏障带气候与植被变化的水文

效应 
90 90 100.0% 

铁对土壤固碳功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19 19 100.0% 

粤港澳大湾区水污染协同治理和系统修复理论技术和

工程示范 
1920 1920 100.0% 

新型离子液体在去除土壤中重金属的化学机制与关键

技术 
35 3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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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问题 

未全面实现预算绩效的信息化管理，经费使用情况、项目进

展情况，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的信息沟通不够充分，今后应加强预

算绩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5. 改进方向 

优化研究所科研项目全程信息化管理，打通各部门的沟通壁

垒，在管理的过程中，形成有价值的数据资产，为预算绩效管理

提供有效的手段和保障。  

（三）管理效率分析 

1.预算编制 

我所根据《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预算及决算

管理制度》进行预算编制。预算编制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

而下”相结合的原则。“自下而上”是指从各部门开始编制基础

的科研管理预算, 经各部门汇总并报所务会；“自上而下”是指

经所务会讨论通过下达的预算控制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

下”是反复的过程，经不断沟通各方达成一致目标,形成最终预

算，报研究所党委会审批预算测算表。按照省财政部门的要求，

从项目入库，到“二上二下”的程序编制。预算编制得 5 分。 

2.预算执行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一是完善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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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预、决算公开、责任追究等制度，重视对

预算绩效考核的结果运用，提升监管效果。二是完善预算定额指

标。结合我单位业务特点，科学、合理地编制、执行预算，建立

科学的动态调整机制。预算执行得 4 分。 

3.信息公开 

我所根据要求，及时、准确地对外公开信息，包括部门年度

预算、年度决算以及绩效自评报告等。对于科研项目，实行内部

公开制度，定期公开。信息公开得 3 分。 

4.绩效管理 

我所在绩效管理方面，有明确归口的管理部门。通过项目的

年度执行报告，对项目的绩效目标进行督促和管理；通过间接经

费中绩效发放的相关管理制度，提高科研人员开展科研项目的积

极性。绩效管理得 14.65 分。 

5.采购管理 

我所根据采购货物、工程、服务采购分不同部门归口管理。

资产财务部作为我所政府采购管理的牵头部门、协调相关部门做

好政府采购的各项工作。我所在采购管理方面，采购符合合规性、

按规定公开采购意向、处理采购投诉、公开合同备案等情况。采

购政策执行的效果情况良好。采购管理得 8.5 分。 

6.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方面。本单位成立了资产清查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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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相关要求分步骤开展资产清产工作。完善单位内控制度，制

定资产清查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方面。结合

制度及工作流程严格把好资产管理关。一是全面落实单位固定资

产实物管理的各项基础信息，特别是针对一些实物信息与固定资

产系统资料不相符的情况，以现场实物盘点为依据，对保管人以

及存放地点等相关信息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二是进一步完善财务

固定资产明细账以及各使用部门的使用台账的信息登记，做到账

实、账账相符。三是定期盘点，对清查出损溢认真核实，确保资

产完善、完整、完备。资产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严格按照行政

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系统，建立资产卡片，对卡片涉及的信息逐一

录入，保证卡片的真实性;同时通过资产管理系统，录入每年的

增减信息，保证资产动态、透明、准确、完整。资产管理得 10

分。 

7.运行成本 

其中经济成本控制情况需反映： 

能耗支出 7.45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 名。 

物业管理费 0 元/平方米，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 名。 

行政支出 0.27 万元，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前 20 名。 

业务活动支出 0.35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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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勤支出 2.60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约为后 20 名，

我所 2021 年外勤支出主要为科研考察、学术交流等发生的差旅

费。 

公用经费支出 5.43 万元/人，在省直单位中排名中间。 

运行成本得 2.58 分。 

（四）就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我所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预算管理与绩效管

理没有很好地进行整合，相关信息没有及时共享，不利于绩效管

理的过程管控，导致部分专项资金的绩效指标未能按期完成。改

进措施：运用信息化手段，将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进行联动，加

强过程管控，将绩效考核结果应用于人员奖惩挂钩，激发科研创

新活力。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四、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 

针对上年度绩效自评存在未形成按照自身特点制定的绩效

评价体系，科研人员尚未对其有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的问题，我所

在 2021 年加强对该政策的宣传贯彻，把握执行的关键点，以形

成项目实现绩效目标的良好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