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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概述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的绩效总目标是：通过做好图书资

料采编等常规工作、开展古籍文献研究、提升图书数字化程度、推进

龙吴路图书馆建设和东馆图书馆设计建设，提高图书馆为上海博物馆

学术研究和业务开展服务的水平。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项目预算安排

1750000元，实际到位预算资金 1750000元。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经

费实际支出经费 1755123.45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3%。项目由上海博

物馆图书馆负责实施。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

纳入上海博物馆部门预算。 

二、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绩效评价总得分 90.1分，绩效评级为

“优”。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10分（满分 10分），项目管理得分 23.2

分（满分 25分），项目绩效得分 56.9分（满分 65分）。专项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1）投入目标：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全年财政拨款 1750000

元，实际支出1755123.45元，预算执行率100.3％,资金使用略超预算。

专项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实施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和有效性情况良好。 

（2）产出目标：较好地完成图书资料采购、编目等常规业务，完

成数字化、古籍研究、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 2017年度工作计划。 

（3）效益和影响力目标：通过专项实施，满足上海博物馆研究工

作之图书参考资料需要，使服务对象满意，提高文献研究水平，进一

步健全长效机制，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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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做法 

1、有序开展常规业务工作。2017年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共采购图书

2231册，订阅境内外报刊 989种；新书编目 2596册，期刊装订 1138

册；盘点善本古籍库，加强古籍编目工作，补录大库未贴条码的漏编

图书；借出图书 1500册次，还回图书 1343册次；修复图书 154册；

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21篇。新增文献交流单位 1家，受赠书刊 1649

种 1721册，赠出书刊 870种 873册，接收移交图书 16件 22册。 

2、加快推进图书数字化工作。（1）古籍数字化工作继续顺利推进。

2017年完成了第三期 15万页古籍扫描，并与上博信息中心、青铜研究

部合作研发印章子系统；碑帖数字化二期工作完成，碑帖数据库系统

进一步得到完善。（2）数据库资源进一步扩大。续约“中国知网”和

“读秀”，馆内读者一年内“中国知网”检索次数逾 38万次，下载次

数近 1.9万；使用读秀 5万多次，参考咨询超过 2.6万页，全文下载

4000多次。上博图书馆先后为读者开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中

国知网的期刊、报纸、工具书总库等 7个库全库免费试用、爱如生数

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的《金石库》等 3个古代典籍、《大报编》等近代文

献开通试用。 

3、科研工作取得较好成效。2017年，上博图书馆参加了“汲古慧

今：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十年成果展”，总结了上博图书馆十年古籍

保护工作，展示了成果和特藏图书。研究人员参加了“中国索引学会

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等 6次国内学术会议并在会

议上发表论文。2017年上博图书馆出版著作 3部、发表论文 17篇，1

部著作获第 20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二等奖。 

4、加强硬件设施管理和建设。（1）总部书库调整。办公完全撤出

善本库、善本书房、碑帖库，上述三库安装门禁，实行二人同时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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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出登记制度。大库书架维护 2次，大库、期刊库安装类目标识架

标。（2）龙吴路第二图书馆建设。书库清理，采购并安置书架，配置

各类设备设施，完成第二书库的图书入库。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有资料和设备功能还未能很好地满足读者需求。本次评估对

上海博物馆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分别按 50%、20%比例抽样进行了上海

博物馆图书馆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98份。统计结果显

示，受访者对“电子阅览功能满意度”、“智能化设备应用满意度”

两个问题的满意度分别为 73.47%、71.43%。问卷中“您对上海博物馆

图书馆日常工作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意见建议？”有 41人作出回答， 其

中 5人提出扩大数据库范围和实现电子资料在图书馆外使用的功能。

15人希望增加图书采购，加快更新速度。说明上博图书资料现有供给

还不够精准。客观上，库房紧张、资料涨价而预算不够限制了上博图

书馆的发展完善。另一方面，读者的意见建议也反映出上博图书馆数

字化建设的力度还需加强，在图书资料选择上还需深入研究分析。 

2、服务细化程度不高。问卷调查中有 6人提出完善阅览空间和设

施的意见建议，包括桌面不整洁、灯光不够亮、温度太低。有 5人希

望完善图书流通环节，增加借还书渠道，加快图书上架与归位； 4人

希望获得更多新书资讯，方便书目检索浏览等。反映出上博图书馆的

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还有待加强。 

3、管理制度还需改进。根据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总受访人数 98

人，有 73人认为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制度合理，占比 74.49%；4人认为

不合理，占调查总数的 4.08%；16人认为需要改进，占比 21.43%。总

体满意度低于 80%，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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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适当增加专项预算，提高数字出版物采购比重。在库房紧张，

而读者对数字化资料的需求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建议适当增加图书购

置经费，用以购买数字出版物。为有效使用经费，建议对市场上现有

的数字出版物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遴选，购买其中适合文博图书馆且

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业务部门需求。在符合规定的前提

下，建议考虑购买可以在移动终端上阅览的产品，以及图书馆统一购

置一些价格不高的阅读器。 

2、优化环境，提升服务。建议对图书馆开放空间进行更合理的规

划，从整洁度、光亮度、室内温度等细节处营造一个让读者感到愉悦

放松的文博图书馆氛围。 

3、完善图书管理制度。建议上博图书馆在同行交流中多了解图书

管理制度方面的有益做法，结合智能化管理的趋势，并充分考虑上海

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尽快修订完善图书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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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财政支出预算绩效管理思想，强化预算支出责任理念，受

上海博物馆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政府绩效评估中心作为第三方绩效

评价中介机构，承担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本

次评价方式为绩效后评价，绩效评价工作按照《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号）的要求展开。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及目的 

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其收藏、研究、

展览和教育以中国古代的艺术品为重点，馆藏文物近 102万件，其中

珍贵文物 14万余件；有十多个业务部门，其中 7个部门涉及文物、文

物保护、考古研究。内部专业图书馆的建设是博物馆业务及研究工作

之必需，是馆藏珍贵图书资料保护及研究之必需。上海博物馆图书馆

主要为馆内学科部门业务人员服务，并开展图书文献整理，版本目录

学研究、现代化文博信息处理与应用的专业图书信息部门。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应具备与上海博物馆发展目标和整体工作相适

应的信息储存、服务质量与信息使用管理、馆藏文献资料的科研水平。

因此，上海博物馆图书馆需直接参与《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

划》提出的东馆项目图书馆建设、 “数字上博”建设中的古籍数字化、

电子图书资料数据服务等项目，以及学术研究中古籍整理研究任务， 

并需为《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制定的“四大学科”等特

色项目、基础业务发展目标服务。 

上海博物馆设立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由上海博物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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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图书资料室) 负责。专项设立目的是：顺利推进上博“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图书馆的任务、做好图书资料采编等常规工作，开展古籍

文献研究，提升图书数字化程度，推进龙吴路图书馆建设和东馆图书

馆设计建设，提高为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和业务开展服务的水平。 

2、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资金预算与来源 

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纳入上海博物馆部

门预算。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经费项目预算年初批复为 1750000元，

实际到位预算资金 1750000元。项目时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

年 12月 31日。 

（2）预算执行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预算 1750000元，实际支出

1755123.45元，预算执行率 100.3%。 

表 1  2017年度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单位：元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一级项目

预算金额 
实际支出 余额 预算执行率 

图书购置 

电子图书 

1060000 1043812.93 

50000 

16187.07 98.5% 

进口图书 105988.1 

内版图书 887824.83 

报刊购置 

数据库年费 

570000 607088.52 

99916 

-37088.52 106.5% 国内报刊 112455.1 

进口报刊 394717.42 

 整理维护装订材料 120000 104222 104222 15778 86.7% 

合计 
 

1750000 1755123.45 1755123.45 -5123.45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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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情况 

（1）实施流程： 

图书： 

 

 

报刊： 

 

图书新书书目选择或部门提出需求 

单种价格大于5000元由分管领导审批 

向书商发出订购单 

货到后，三人核对，馆长审核无误后报销、填入库单 

敲章、贴条码、编目分类 

移交大库或各部门 

每年定时向各部门征订 

汇总订阅情况报馆长审批 

分别向邮局、杂志社等发出订阅清单 

境内报刊由收发室发各部门，图书馆报刊上架， 

境外报刊由图书馆发到各部门 

过刊装订、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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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内容：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执行部门为上海博物馆图书馆。

根据上海博物馆和本部门工作计划，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开展五个方面

工作（表 2）： 

表 2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实施内容 

一级类别 二级项目 实施内容 

常规图书采

购、编目、流

通、交流、新

书推送等业

务工作 

采购、编目、流

通 、 修 复 工作

（ 20161107-201

71102） 

采购图书 2231册，订阅境内外报刊 989种 

新书编目 2596 册；期刊装订 1138 册；盘点善本古籍库，加强

古籍编目工作，补录大库未贴条码的漏编图书 

借出图书 1500册次，还回图书 1343册次 

修复图书 154册 

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21篇 

图 书 交 流

（20171102前） 

受赠书刊 1649种 1721册 

赠出书刊 870种 873册 

接收移交图书 16件 22册 

新增文献交流单位 1家 

古籍数字化

和电子读物

服务 

古籍数字化 

古籍数字化计划三期完成 15万页古籍扫描，合作研发了印章子

系统 

碑帖数字化二期工作完成，碑帖数据库系统进一步得到完善 

电子读物 

续约知网和读秀 

完成爱如生“基本古籍库”服务器安装和设置并开通使用，开

通爱如生 3种古代典籍、4种近代文献的试用 

开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 

开通中国知网的全库试用 

主要学术活

动和学术 

成果 

参展 

参加“汲古慧今：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十年成果展”，总结了

上博图书馆十年古籍保护工作，展板展出了我馆制作的反映我

馆十年古籍保护方面成果和我馆特藏两部图书 

学术会议 
参加“汲古慧今——沪台论坛暨第三届海峡两岸古籍保护高峰

论坛”等 6次国内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论文 

文字成果 2017发表论著 3部、论文 17篇，完成《潜徽录》的整理 

成果获奖 
1 部著作获第 20 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华东地区古籍

优秀图书奖二等奖 

硬件设施管

理建设 

总部书库管理 

办公完全撤出善本库、善本书房、碑帖库 

善本库、善本书房、碑帖库安装门禁，实行二人同时进出和进

出登记制度 

大库书架维护 2次 

大库、期刊库安装类目标识架标 

辟出空间设置古籍扫描室 

龙吴路书库建设 
书库清理，采购并安置书架，配置各类设备设施 

完成第二书库的图书入库，开始整理上架 

图书馆东馆建设 研制方案，向上博汇报并听取意见 

队伍建设和 招聘 招聘两名新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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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交流 培训 8位职工分别参加了岗位培训、业务培训或文化交流进修班 

接待 
接待美国、台湾地区以及国内同行业务交流来访 7 批，内容涉

及古籍保护与管理、图书修复、图书馆建设和未来发展等 

去访 本部门人员同行前往本市高校图书馆交流学习 2次 

 

4、项目组织及管理 

（1）组织情况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由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图书资料室)

负责，该图书馆系主要为馆内学科部门业务人员服务，并开展图书文

献整理，版本目录学研究、现代化文博信息处理与应用的专业图书信

息部门。全馆共 15名职工，分采编、库保和古籍三个组，部门工作职

责见表 3： 

表 3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分组与职能 

分组 职能 具体内容 

采编组 
专业图书资

料采编 

采购、征集各种载体的专业图书资料，在内

容上保持文物、博物馆专业特色；根据国家

标准将图书文献予以著录(包括分类、编目、

入库等)。 

库保组 

专业图书资

料库保 

库房安全，维护有关设备，保持正常运作，

维护图书资料整洁有序并予以修复。 

专业图书资

料流通服务 

保证图书正常流通，做好协调、导览工作；

为馆内业务人员复印、翻拍本馆所藏图书资

料；为馆内业务人员推荐、介绍专业电子读

物的使用；配合各学科部门的课题研究等工

作，提供信息咨询，办理各种业务资料的采

购、订阅；定期陈列新出书刊，公布新编书

目，介绍国内外学术动态。 

古籍组 

古籍的采、

编、库房保

管、提阅 

古籍编目岗位主要负责古籍和碑帖编目、古

籍盘点、善本和碑帖提阅；古籍整理、古籍

数字化、古籍盘点、古籍国资平台登录。 

全馆 科研工作 

馆藏文献的版本、目录学研究及整理工作，

按计划完成课题；开展馆藏图书的评鉴工作，

编写书目提要、读书札记；专业信息使用管

理现代化探索(包括媒体转换、资料共享、功

能开发等)。 

专人负责 交流工作 同国内外有关机构的资料交换、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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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措施与制度 

图书资料购置专项遵循上海博物馆及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制定的相

关管理制度和措施。 

财务管理规定具体包括：《上海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条例》、《上海

博物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博物馆财务报销审批

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财务收支预决算管理规定》、《预算专项用款

计划申报的规定》等。 

业务管理规定包括：《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善本图书管理办法（修改

稿）》、《文献资源采集工作细则》、《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管

理办法》、《上海博物馆图书管理制度》、《上海博物馆图书使用管理办

法》。 

（3）资金管理 

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的资金管理主要遵循上海博物馆制定的《上海

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条例》、《预算专项用款计划申报的规定》、《上海

博物馆财务报销审批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上海博物馆专项资金管

理条例》对专项资金的申请和批复做了明确规定，同时规定专项资金

的各项支出，须按申报内容和金额进行报销，所有报销内容均应经得

起内审部门的检查。各部门的专项资金在年度预算的总额度内，按季

度申报和使用；专项资金支出，严格按照项目预算中所列科目，凭合

法的票据及相应的合同，经分管领导和/或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报销。专

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各部门负责人严格把好资金的支出关，不得将

资金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开支。财务处负责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

督，严格审核把关，内审部门对各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预算专项用款计划申报的规定》旨在加强预算单

位专项用款计划管理，按照上海市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科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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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月用款计划，该规定明确了预算批复前管理要求和日常预算执行要

求。《上海博物馆财务报销审批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对报销审批流程、

审批权限、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因公出国（境）

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课题费等报销做出了明确的说明。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通过做好图书资料采编等常规工作、开展古籍文献研究、提升图书

数字化程度、推进龙吴路图书馆建设和东馆图书馆设计建设，提高图

书馆为上海博物馆学术研究和业务开展服务的水平。 

2、年度绩效目标 

年度绩效目标是完成年度各项工作计划，具体如表 4： 

表 4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 2017年度工作计划 

计划项目 计划内容 

加强服务和提升功能 
龙吴路新书库的软硬件设施建设 

旧藏复本图书入藏龙吴路书库 

加强编目工作，规范图书管理 

张应流先生、何惠鉴先生、沈宗威先生捐赠图书的编目整

理和入藏 

继续古籍善本的规范著录工作 

推进“古籍数字化”项目 
开展古籍数字化系统三期，新增“印谱子系统” 

开展碑帖数字化二期 

加强库房管理 

善本书库、书房、碑帖库房安装门禁，实现库房保管人员

二人同时入库制度 

根据审计要求，开展善本图书盘点工作 

队伍建设 
招聘编目人员，加强新书编目和旧藏古籍的规范编目工作 

招聘库保咨询人员，负责龙吴路第二书库的库保咨询 

主要学术研究 

编撰《徐森玉有朋书札》 

继续整理冒氏《潜徽录》 

收集资料并编撰《匋斋学谱》 

编撰《上海博物馆藏上海方志叙录》 

 
根据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经费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和年度工作计

划，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绩效目标具体分为投入目标、产出目标

和效益目标（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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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绩效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内容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投

入

目

标 

投入财政资金

总额 1750000

元，用于 2017

年图书资料购

置专项，预算合

理，专款专用，

统一管理，使用

合理。项目财务

和组织实施管

理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确保财

政资金使用合

规性和有效性。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项目实施 

实施管理制度 健全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

情况 
有效 

产

出

目

标 

按规定按计划

完成图书资料

购置年度计划。 

项目 

产出 

图书管理常规业务

完成率 
100% 

数字化工作完成率 100% 

科研及学术交流完

成率 
100% 

硬件建设完成率 100% 

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效

益

目

标 

通过项目实

施，提升上海博

物馆图书馆管

理效能和服务

水平，提升文献

研究水平，建立

健全长效管理

机制，为项目可

持续发展提供

充分保障。 

项目 

效益 

提升图书管理效能

及服务能力 
明显提升 

提升文献研究水平 明显提高 

长效管理机制 

与保障 

建立健全的长效管理

机制并有效执行，为项

目可持续发展提供制

度、资金、人力资源 

服务对象 

满意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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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进行绩效后评价，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根据绩效目标，客观公正地评价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使

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今后优化专项资金的

分配和使用提供意见和建议；二是通过评价，进一步优化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的预算和支出管理工作，

为完成 2019年度预算的绩效目标编制提供参考和依据，为今后开展预

算绩效管理提供经验和借鉴。 

（二）绩效评价设计过程 

绩效评价设计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1、沟通调研，形成工作框架。评估组仔细研读《上海博物馆“十

三五”发展规划》等相关资料，与上海博物馆相关处室进行现场沟通，

在资料研读和沟通调研的基础上提炼绩效评价重点，形成图书资料购

置专项的绩效评价工作框架和工作流程。 

2、研讨分析，凝炼指标体系。在确定评价框架和评价重点的基础

上，通过收集资料和研究分析，总结专项特点，评估组提出评价指标

体系初稿。 

3、理清思路，确定工作方案。评估组理清评价思路，设计评价工

作方案，并根据委托方的要求，修改完善工作方案。 

（三）绩效评价框架  

1、绩效评价原则和范围 

绩效评价原则包括： 

（1）独立性原则。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公开公平公

正。 

（2）重要性原则。在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时，抓住项目的特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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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项目要求的核心内容。 

（3）系统性原则。评价时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定

量指标应量化，定性指标可衡量，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4）可比性原则。在 22号文的框架下开展评价工作，对同类评

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便于评价标准的规范和评价结

果可相互比较。 

（5）经济性原则。评价工作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能够恰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绩效评价范围：本次绩效评价的范围是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

资金，评价期限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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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17年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购置经费项目绩效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

重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A 

项 

目 

决 

策 

10 

A1 

项目立项 

6 

A11战略

目标适

应性 
2 

专项设立与战略目标的适

应性，专项设立是否符合上

博相关规划的战略目标 

（1）专项设立是否符合《上海博物馆

“十三五”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

是，得 1分；否，得 0分。 

（2）专项设立与《上海博物馆“十三

五”发展规划》战略目标的吻合程度，

吻合度高，得 1分；低，得 0分。 

规划文件：《上海博物

馆“十三五”发展规划》 

A12立项

依据充

分性 2 

立项是否有充分依据，是否

符合相关决策文件，是否能

支撑上博部门职能的履行 

（1）立项是否符合相关决策文件，是，

得 1分；否，得 0分。 

（2）本专项是否能够支撑上博部门职

能的履行，是，得 1分；否，得 0分。 

决策文件：《上海博物

馆 2017年工作计划》 

A13项目

立项规

范性 2 

专项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反映立项的

规范情况 

（1）专项设立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

是，得 1分；否，得 0分。 

（2）专项设立是否有相应的申请文件

和审批文件，是，得 1分；否，得 0

分。 

项目申请和审批文件 

A2 

项目目标 

4 

A21绩效

目标合

理性 
2 

专项所设立的绩效目标是

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反映专项绩效目标与

专项实施的相符情况 

（1）专项是否为促进事业发展所必需

的，是，得 1分；否，得 0分。 

（2）专项预期产出和效果是否符合实

际水平，是，得 1分；否，得 0分。 

绩效目标申报表 

A22绩效

目标明

确性 
2 

专项绩效目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反映专项绩

效目标与专项实施的相符

情况 

（1）绩效目标是否清晰、可衡量，是，

得 1分；否，得 0分。 

（2）绩效目标是否与预算额相匹配，

是，得 1分；否，得 0分。 

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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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 

目 

管 

理 

25 

B1 

投入管理 

8 

B11预算

执行率 

5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数/

预算数，反映专项预算执行

的进度 

70%≤预算执行率＜100%，指标得分=

权重分*（B11-70%）/（100%-70%）； 

预算执行率低于 70%，不得分； 

100%﹤预算执行率≤105%，得 4分；

105%﹤预算执行率≤110%，得 3分，

以此类推，超预算越多，得分递减。 

经费预算表，经费决算

表 

B11预算

合理性 

3 

编制预算的依据充分、 

合理、科学 

（1）编制预算的计算依据是否充分，

充分，得 1分；不充分，得 0分。 

（2）预算编制是否合理科学，是，得

2分；较合理，得 1分；否，得 0分。 

经费预算表 

B2 

财务管理 

8 

B21财务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4 

专项的财务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完善和有效 

（1）是否制定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

是,得 1分；否,得 0分。 

（2）资金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

会计制度的规定，是,得 1分；否,得 0

分。 

（3）资金管理办法是否健全，健全，

得 2分；较健全，得 1分；不健全，

得 0分。 

财务管理制度，内控制

度 

B22资金

使用情

况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财

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资金使用的

规范性和安全性 

（1）资金使用是否符合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符合，得 1分；不符合，得 0

分。 

（2）资金使用是否有完整审批程序和

手续，有，得 1分；无，得 0分。 

（3）资金使用是否符合预算规定的用

途，是否专款专用，是，得 2分；否，

得 0分。 

经费预算表，经费决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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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项目 

实施 

9 

B31实施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4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完善和有效 

根据项目实施管理制度的健全程度分

别得权重分的 100%、80%和 60%。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 

B32实施

管理制

度执行

有效性 

5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是否有

效执行以及质量控制情况 

根据项目实施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程

度分别得权重分的 100%、80%和 60%。 

项目实施管理制度，项

目总结，调研访谈 

C 

项 

目 

绩 

效 

65 

C1 

项目 

产出 

35 

C11图书

管理常

规业务

完成率 

10 

2017年图书采购、编目、

修复、流通和交流等日常工

作完成情况 

图书管理常规工作完成率=100%-未完

成工作所占权重 

项目计划，项目总结 

C12 数

字化工

作完成

率 

7 

2017年古籍和碑帖数字化

工作和电子读物服务工作

完成情况 

古籍数字化工作完成率=100%-未完成

工作所占权重 

项目计划，项目总结 

C13科研

及学术

交流完

成率 

6 

2017年馆藏文献研究、评

鉴，以及学术交流工作完成

情况 

图书文献科研工作完成率=100%-未完

成工作所占权重 

项目计划，项目总结 

C14硬件

建设完

成率 

5 

2017年图书馆新场馆建

设，老场馆设施更新完善、

图书放置完成情况 

硬件建设工作完成率=100%-未完成工

作所占比重 

项目计划，项目总结 

C15项目

完成及

时率 
7 

项目是否按计划进度及时

完成 

项目完成及时率=按计划进度完成的

工作项数/计划完成的工作总项数 

项目计划，项目总结 



 19 

C2 

项目 

效益 

30 

C21提升

图书管

理效能

及服务

能力 

9 

项目实施对提高上博图书

管理的效能、提升为馆内业

务人员服务的能力方面的

作用 

根据项目实施对提高图书管理效能及

服务能力的作用程度分别得权重分的

100%、90%、80%、70%和 60%。 

项目总结，调研访谈，

问卷调查 

C22 提

升文献

研究水

平 

6 

项目实施对发挥上博图书

馆文献研究能力的促进作

用 

根据项目实施对图书文献研究能力的

促进作用分别得权重分的 100%、90%、

80%、70%和 60%。 

项目总结，调研访谈 

C23长效

管理机

制与保

障 

6 

项目是否建立健全的长效

管理机制并有效执行，为项

目可持续发展提供充分的

人力、物力等资源保障 

工作机制健全性、资金保障、人力资

源保障三个小项各 2分权重分，根据

实际情况分别得小项权重分的 100%、

90%、80%、70%和 60%。 

项目总结，调研访谈 

C24 服

务对象

满意度 9 

服务对象——其他部门的

工作人员对上博图书馆工

作的评价 

服务对象满意度得分=问卷调查中服

务对象对上博图书馆总体满意率*权

重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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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标准 

参见：附件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工作底稿” 

4、评价方法 

项目组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资料对比分析、数据分析、座谈访

谈、制度核查、案卷研究等方法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具体参见：附件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工作底稿”。 

（四）证据收集方法 

评估组综合运用以下方法收集证据： 

1、文件研读。通过研读与图书资料购置专项有关的上海博物馆及

其相关业务部门的文件资料来获取证据。 

2、文档检查。通过检查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实施的过程文件和总结

统计文档获取信息。 

3、调研访谈。评估组通过和专项实施过程中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

人员进行交流访谈获取信息。 

具体参见：附件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工作底稿”中“数据来

源”。 

4、问卷调查。评估组通过问卷调查项目服务对象对 2017 年图书

馆工作的满意度。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绩效评价实施过程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期调研，准确掌握项目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确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第三阶段：调查取数，实施绩效评价工作；  

第四阶段：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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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主要在于：由于文献研究是一项十分专业

的工作，成果的同行专家评价较难收集，市级学术评奖也非每年开展，

故仅以成果统计比较来反映项目对提升文献研究水平的作用，效度不

是很理想。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根据 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的

评分标准，结合访谈调查等取得数据，得出以下评价结果：专项绩效

评价总得分 90.1分，绩效评级为“优”。其中项目决策得分 10分（满

分 10分），项目管理得分 23.2分（满分 25分），项目绩效得分 56.9

分（满分 65分）。 

根据《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绩效得分在 90分以

上的，绩效评级为优；绩效得分在 75分-90分范围内的，绩效评级为

良。本次“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得分为 90.1

分，因此，绩效评级为优。 

2、主要绩效 

2017年文物保护专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投入目标：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全年财政拨款 1750000

元，实际支出 1755123.45元，预算执行率 100.3％,资金使用略超预算。

专项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实施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行，财政资金使用的

合规性和有效性情况良好。 

（2）产出目标：较好地完成图书资料采购、编目等常规业务，完

成数字化、古籍研究、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 2017年度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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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效益和影响力目标：通过专项实施，满足上海博物馆研究工

作之图书参考资料需要，使服务对象满意，提高文献研究水平，进一

步健全长效机制，为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 

项目决策是从决策层面考察图书资料购置专项，主要从项目立项

和项目目标两个维度去评价。该项一级指标满分值 10分，图书资料购

置专项得分值 1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满分值 得分值 

A项目决策 

10 

A1：项目立项 

A11：战略目标适应性 2 2 

A12：立项依据充分性 2 2 

A13：项目立项规范性 2 2 

A2：项目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 

A22：绩效目标明确性 2 2 

小  计 10 10 

（1）项目立项分析： 

  指标满分值 6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得分值 6分。 

  专项符合上博发展战略。根据《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需直接参与规划提出的东馆项目图书馆建设、“数

字上博”建设中的古籍数字化、电子图书资料数据服务等部分项目，

以及学术研究中古籍整理研究，并需为《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

规划》制定的“四大学科”等特色项目以及基础业务发展目标服务。

该专项与《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战略目标一致且吻合度

高。指标得分为 2。 

立项依据充分。根据《上海博物馆“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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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博物馆 2017年工作计划》，上博图书馆参与上述决策文件规定的多

项工作。因此，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符合相关决策文件，为博物

馆核心工作服务，本专项能够支撑上博职能的履行。因此，该专项以

相关决策及规划文件为依据，符合上博基本职能，立项依据充分，得 2

分。 

项目立项规范。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设立符合《上海博物馆

专项资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程序。专项设立有相应的申请文件和审批

文件，包括“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绩效目标申报表”，上海市财

政局批复上海博物馆的《关于批复 2017年财政支出预算的通知》（沪

财预[2017]7号）等，项目立项规范。该项指标满分 2分，本专项得 2

分。 

（2）项目目标分析： 

  指标满分值 4分，专项得分值 4分。 

  绩效目标合理可行。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建设是博物馆业务及研究

工作之必需，是馆藏珍贵图书资料保护及研究之必需，图书资料购置

专项是促进上海博物馆事业发展所必需，根据历年专项实施的结果，

2017年专项实施的预期产出和效果符合实际情况和当前水平，指标得

2分。 

  绩效目标明确。该专项的绩效总目标是：通过做好图书资料采编

等常规工作、开展古籍文献研究、提升图书数字化程度、推进龙吴路

图书馆建设和东馆图书馆设计建设，提高图书馆为上海博物馆学术研

究和业务开展服务的水平。年度绩效目标 6项。专项绩效目标定位清

晰准确。2017年专项绩效目标可细化为 6个管理指标、5个产出指标

和 4个效果指标，年度绩效目标清晰、细化、可衡量。2017年图书资

料购置专项的绩效目标与预算额基本匹配。故本指标得 2分。 

2、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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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从投入管理、财务管理、项目实施三个方面评价。该项

一级指标满分值 25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得分值 23.2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满分值 得分值 

B 项目 

管理 

25 

B1 投入管理 
B11：预算执行率 5 4 

B12：预算合理性 3 3 

B2 财务管理 
B2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B22：资金使用情况 4 4 

B3 项目实施 
B31：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4 3.2 

B32：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5 5 

小  计 25 23.2 

（1）投入管理分析： 

指标满分值 8分，本专项得分值 7分。 

资金使用略为超过年度预算。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经费项目年初

预算安排 1750000元，经申请调整后，实际到位预算资金 1750000元，

实际支出经费 1755123.45元，预算执行率 100.3%。资金使用略超过年

度预算，根据评分细则，本指标权重分 5分，扣 1分，得 4分。 

  预算编制合理。图书资料购置预算编制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各项

成本估算，预算编制的依据充分，专项预算编制基本合理，指标得满

分 3分。 

（2）财务管理分析： 

指标满分值 8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得分值 8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的资金管理主要遵循上海

博物馆制定的《上海博物馆专项资金管理条例》、《财务收支预决算管

理规定》、《预算专项用款计划申报的规定》和《上海博物馆财务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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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且符合相关财务会计

制度的规定，得 4分。 

  资金使用情况良好。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严格按相关财务管

理制度的规定使用资金，未发现资金使用中的违规情况。资金使用专

款专用，符合预算规定的用途。该项指标满分 4分，本专项得 4分。 

（3）项目实施分析： 

指标满分值 9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得分值 8.2分。 

实施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更新和健全。图书资料购置专项的实施

管理主要遵循上海博物馆各项制度，部门制定的业务管理规定包括：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善本图书管理办法（修改稿）》、《文献资源采集工

作细则》、《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古籍善本图书管理办法》、《上海博物馆

图书管理制度》、《上海博物馆图书使用管理办法》。根据服务对象满意

度调查中“您认为上海博物馆图书馆规章制度建设”选择合理的为

74.49%，不到 80%，说明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合理。故指标得 80%权重

分，即 3.2分。 

项目实施管理规范有效。2017年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在实施过程，

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规定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流程开展图书资料购置工作,

相关资料文件归档情况良好。项目实施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有效。指标

得分为满分 5分。 

3、项目绩效 

项目绩效从项目产出、项目效益两方面评价。该项一级指标满分

值为 65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得分值 56.9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满分值 得分值 

项目绩效 

60 

C1 项目产出 

35 

C11：图书管理常规业务完成率 10 9 

C12：数字化工作完成率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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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科研及交流完成率 6 4.8 

C14：硬件建设完成率 5 4.8 

C15：项目完成及时率 7 6.6 

C2 项目效益 

30 

C21：提升图书管理效能及 

服务能力 
9 6.3 

C22：提升文献研究水平 6 4.8 

C23：长效管理机制与保障 6 5.2 

C24：服务对象满意度 9 8.4 

小  计 65 56.9 

（1）项目产出分析： 

指标满分值 35分，本专项得 32.2分。 

图书管理常规业务完成较好。图书报刊资料采购编目、图书交流、

古籍善本的规范著录等工作按计划完成，但年度计划中的张应流先生、

何惠鉴先生、沈宗威先生捐赠图书的编目整理和入藏未完成，指标权

重满分 10分，按 90%计分，得 9分。 

图书数字化工作推进顺利。古籍数字化、碑帖数字化完成年度计

划，继费“中国知网”、“读秀”等数据库服务，安装爱如生“基本

古籍库”服务器，并为读者开通上述几个数据库的使用或试用，本指

标权重分 7分，得 7分。 

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有部分工作未实现计划进度。2017年，上海

博物馆图书馆发表论文 17篇，出版著作 3部，学术交流活动丰富，但

有两部古代资料的整理没有达到计划设定的进度。因此，本指标权重

分 6分，按 80%计分，得 4.8分。 

硬件设施管理建设有效推进。（1）总部书库实施办公与书库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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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存放古籍的书库安装门禁，实行二人同时进出和进出登记制度；

对大库和期刊库进行维护，安装类目标识架标，并辟出空间设置古籍

扫描室。（2）研制图书馆东馆建设，向上博汇报并听取意见（3）龙吴

路书库，清理并配置各类设施，完成第二书库的图书入库，但图书上

架未完成。故本指标权重分 5分，按 95%计分，得 4.8分。 

工作完成及时率较高。评估组对常规业务、数字化工作、科研与

学术交流、硬件设施管理建设和队伍建设等五方面 17项已经完成工作

的及时性进行统计，结果是 16项及时完成，而流通工作中归还图书的

上架不及时，根据评分细则，本指标权重分 7分，得分 6.6分。 

（2）项目效益分析： 

指标满分值 30分，图书资料购置专项得 24.7分。 

图书管理效能和服务能力有所提高。本次评估对上海博物馆业务

部门和职能部门分别按 50%、20%比例抽样进行了上海博物馆图书馆服

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98份，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关于

“纸质图书资料借还服务满意度”、“纸质图书资料对工作有帮助”、“电

子阅览功能满意度”、“电子资料对工作有帮助”、“阅览环境满意度”、

“智能化设备应用满意度”等 6项的满意度分别为 92.86%、97.95%、

73.47%、87.76%、87. 8%、71.43%，其中有 2项满意度低于 80%。而问

卷中“您对上海博物馆图书馆日常工作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意见建议？”

有 41人回答，其中 15人希望增加图书采购，加快更新速度；5人提出

扩大数据库范围和实现电子资料在图书馆外使用的功能；5人希望完善

图书流通环节，增加借还书渠道，加快图书上架与归位；6人提出完善

阅览空间和设施的意见建议，包括室内温度、整洁度等；4人希望获得

更多图书目录资讯、电子读物使用指南，方便查询；1人提出提高图书

利用率。由此可见，专项实施对提升图书管理效能和服务能力有一定

作用，但电子读物、阅览环境方面还不甚令服务对象满意。权重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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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按 70%计分，指标得分为 6.3分。 

  古籍文献研究能力得到提升。2017 年上博书馆研究活动的开展，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有 1部著作获得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二等奖。

成果数量和质量较 2016年均有提高，学术交流也更加丰富。 2017年

图书购置专项实施对文献研究水平有一定提升作用，指标满分 6分，

按 80%权重计分，为 4.8分。 

长效机制比较健全。本指标分三个小项评估。（1）工作机制健全

性。上博图书馆制定了《文献资源采集工作细则》、《上海博物馆图书

馆古籍善本图书管理办法》、《上海博物馆图书管理制度》、《上海博物

馆图书使用管理办法》，并于 2017年对《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善本图书

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以健全专项工作长效机制，故本小项得 2分。

（2）资金保障。上博把图书资料购置工作列入每年的财政预算，但从

业务部门需求和 2017年决算看，资金有少量缺口，本小项按 90%计权

重分，得 1.8分。（3）人力资源保障。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目前拥有一

支专业队伍，并通过招聘充实人员力量，但 2017年原分管图书馆的上

博副馆长调离，目前图书馆由上博馆长代管，未正式确定新的分管领

导，本小项得 1.4分。综上，指标得 5.2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较高。本次评估所开展的服务对象满意度问卷调

查中，对“您对上海博物馆图书馆 2017年工作总体上是否满意？”回

答非常满意的比率为 54.08%，回答比较满意的比率为 38.78%。总体满

意度 92.86%，根据评分细则，指标权重分 9分，得 8.4分。 

 
四、主要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做法 

1、有序开展常规业务工作。2017年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共采购图书

2231册，订阅境内外报刊 989种；新书编目 2596册，期刊装订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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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盘点善本古籍库，加强古籍编目工作，补录大库未贴条码的漏编

图书；借出图书 1500册次，还回图书 1343册次；修复图书 154册；

向读者推送新书介绍 21篇。新增文献交流单位 1家，受赠书刊 1649

种 1721册，赠出书刊 870种 873册，接收移交图书 16件 22册。 

2、加快推进图书数字化工作。（1）古籍数字化工作继续顺利推进。

2017年完成了第三期 15万页古籍扫描，并与上博信息中心、青铜研究

部合作研发印章子系统；碑帖数字化二期工作完成，碑帖数据库系统

进一步得到完善。（2）数据库资源进一步扩大。续约“中国知网”和

“读秀”，馆内读者一年内“中国知网”检索次数逾 38万次，下载次

数近 1.9万；使用读秀 5万多次，参考咨询超过 2.6万页，全文下载

4000多次。上博图书馆先后为读者开通“中华经典古籍库”试用、中

国知网的期刊、报纸、工具书总库等 7个库全库免费试用、爱如生数

字化技术研究中心的《金石库》等 3个古代典籍、《大报编》等近代文

献开通试用。 

3、科研工作取得较好成效。2017年，上博图书馆参加了“汲古慧

今：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十年成果展”，总结了上博图书馆十年古籍

保护工作，展示了成果和特藏图书。研究人员参加了“中国索引学会

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等 6次国内学术会议并在会

议上发表论文。2017年上博图书馆出版著作 3部、发表论文 17篇，1

部著作获第 20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评奖会二等奖。 

4、加强硬件设施管理和建设。（1）总部书库调整。办公完全撤出

善本库、善本书房、碑帖库，上述三库安装门禁，实行二人同时进出

和进出登记制度。大库书架维护 2次，大库、期刊库安装类目标识架

标。（2）龙吴路第二图书馆建设。书库清理，采购并安置书架，配置

各类设备设施，完成第二书库的图书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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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有资料和设备功能还未能很好地满足读者需求。本次评估对

上海博物馆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分别按 50%、20%比例抽样进行了上海

博物馆图书馆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98份。统计结果显

示，受访者对“电子阅览功能满意度”、“智能化设备应用满意度”

两个问题的满意度分别为 73.47%、71.43%。问卷中“您对上海博物馆

图书馆日常工作和未来发展有什么意见建议？”有 41人作出回答， 其

中 5人提出扩大数据库范围和实现电子资料在图书馆外使用的功能。

15人希望增加图书采购，加快更新速度。说明上博图书资料现有供给

还不够精准。客观上，库房紧张、资料涨价而预算不够限制了上博图

书馆的发展完善。另一方面，读者的意见建议也反映出上博图书馆数

字化建设的力度还需加强，在图书资料选择上还需深入研究分析。 

2、服务细化程度不高。问卷调查中有 6人提出完善阅览空间和设

施的意见建议，包括桌面不整洁、灯光不够亮、温度太低。有 5人希

望完善图书流通环节，增加借还书渠道，加快图书上架与归位； 4人

希望获得更多新书资讯，方便书目检索浏览等。反映出上博图书馆的

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还有待加强。 

3、管理制度还需改进。根据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总受访人数 98

人，有 73人认为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制度合理，占比 74.49%；4人认为

不合理，占调查总数的 4.08%；16人认为需要改进，占比 21.43%。总

体满意度低于 80%，管理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1、适当增加专项预算，提高数字出版物采购比重。在库房紧张，

而读者对数字化资料的需求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建议适当增加图书购

置经费，用以购买数字出版物。为有效使用经费，建议对市场上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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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出版物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和遴选，购买其中适合文博图书馆且

性价比较高的产品，以更好地满足业务部门需求。在符合规定的前提

下，建议考虑购买可以在移动终端上阅览的产品，以及图书馆统一购

置一些价格不高的阅读器。 

2、优化环境，提升服务。建议对图书馆开放空间进行更合理的规

划，从整洁度、光亮度、室内温度等细节处营造一个让读者感到愉悦

放松的文博图书馆氛围。 

3、完善图书管理制度。建议上博图书馆在同行交流中多了解图书

管理制度方面的有益做法，结合智能化管理的趋势，并充分考虑上海

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尽快修订完善图书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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