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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绩效评价报告 
 

按照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支出开展绩

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6 号），我们接受成都市

财政局委托，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至 2019 年 8 月 9 日对成都市

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成都市科技协会）“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宣传项目开展绩效评价，踏勘了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成都地铁

传媒有限公司等四个项目宣传点，进行了 15 人次座谈，累计发放

问卷调查表、满意度调查表 129 份。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及立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 2016 年 3 月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对“十三五”期间中国公民科

学素质实现跨越提升作出总体部署。同时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科技

部、财政部、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 20 个部门参加制定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下简称《基准》），建立《科学

素质纲要》实施的监测指标体系，定期开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

查和全国科普统计工作，为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提供衡量尺度

和指导。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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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2016〕10

号）、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的通知》（川办发〔2016〕91

号）、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成办发〔2016〕52 号）

等相关文件精神，成都市科技协会特向成都市政府申请设立了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项目。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按照《成都市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计划纲要实施

方案（2016—2020 年）》等文件要求，保证到 2020 年，我市科

技教育的传播与普及有长足发展，科普信息化建设、网络化建设、

数字化建设向前迈进一大步，科普资源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基

层科普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成都市公民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2%，力争实现 15%的奋斗目标。 

2.年度目标：本年度在 2017 年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利用广播

电视平台、新媒体、报纸、地铁公交及“科普大篷车”等多种宣传

方式，分群体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着重击破，强势推进科普普及任

务，科普宣传率提高 20%，科学科学素质达标率增长 10%，到达

11.55%。 

（三）项目资金支持范围及方式 

成都成都市科技协会根据《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2016-2020）》，于 2017 年制定了《成都市全民科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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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行动计划宣传总体方案》（2017 年-2020 年）。上述宣传总方

案分 3 个年度，按照 3 个阶段计划实施。2018 年成都市科技协会

在实施过程中，对原第二阶段宣传方式进行了适当的调整，确定

了第二阶段宣传方式，并实施了项目的公开招标。项目资金具体

用于宣传的范围：广播电视平台宣传项目、地铁和报纸宣传项目、

新媒体和公共交通宣传项目、全媒体宣传项目。项目资金支持方

式：项目按照招标约定的考核目标完成情况进行项目资金支付。

其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资金分配及合同资金支付情况表（截止 7.15） 

具体实施单位 预算数 预算增减额 合同标的金额 已支付金额 待支付金额

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 
1,889,000.00 -789,172.00 1,099,828.00 1,099,828.00 0.00 

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公交) 
232,000.00 117,760.00 349,760.00 314,784.00 34,976.00 

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大篷车） 
910,000.00 589,684.00 1,499,684.00 1,199,747.20 299,936.80 

小计 3,031,000.00  2,949,272.00 2,614,359.20 334,912.80

成都地铁传媒

有限公司   
1,040,000.00 1,040,000.00 0.00 

成都地铁传媒

有限公司   
40,000.00 40,000.00 0.00 

成都地铁传媒

有限公司   
350,000.00 350,000.00 0.00 

小计 1,018,000.00 412,000.00 1,430,000.00 1,430,000.00 0.00 

成都日报社 1,000,000.00 130,000.00 1,130,000.00 678,000.00 452,000.00

四川纵横六合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51,000.00 -491,000.00 460,000.00 230,000.00 230,000.00

合计 6,000,000.00  5,969,272.00 4,952,359.20 1,016,9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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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采用综合评价法及现场调查法相结

合的方式，具体包含比较法、因素分析法、访谈、问卷调查、资

料的查证与复核等。 

（二）评价指标 

根据《成都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市级财政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成财绩〔2019〕6 号）和《2019 年成都市部门项目

（业务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要求，结合该项目设立背景、

项目总体目标以及年度目标，资金支持对象具体特性情况，设置

本评价项目特性指标。具体如下： 

1.科学素质达标率：该指标反映项目实施后成都市全民科学

素质目标达标情况，是本项目的直接目标。 

2.参加科普讲座增长率:该指标反映项目实施后成都市全民

参与各种科普讲座增长情况，也是考核项目资金使用的间接效果。 

3.参加科普日活动增长率：该指标反映项目实施后成都市全

民参与各种科普日增长情况，也是考核项目资金使用的间接效果。 

4.知晓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考核受益群体是否知晓全

民科学素质宣传以及测评的有关情况。 

5.长效管理：主要考核对于项目是否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 

6.部门协助：考核成都市各级部门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中的相互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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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总体评价及得分 

经总体分析，该项目决策依据充分，目标明确，设定较合理；

资金支出合规，财务管理制度健全，项目组织管理实施制度较健

全，有效。但项目实施过程中，宣传内容围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测评要求不够紧密。项目整体完成情况较好，少部分单位未按时

完成设定目标；知晓率相对较低。因此，项目整体效果有待提高。

通过对受益者进行的满意度调查，项目总体满意度为 79.2%，接

近满意度水平。 

经评价，该项目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9.28 分。其中：项目决

策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5 分；项目管理满分 15 分，评价得分

14.67 分；项目绩效满分 70 分，评价得分 59.8 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标准分值 实际得分 
必要性（政策依据） 5 5 科学决策

（10 分） 可行性（政策完善） 5 5 

明确性 3 3 

项目决策

（15 分） 绩效目标

（5 分） 合理性 2 2 

投入管理

（5 分）
预算执行率 5 5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财务监控有效性 1 1 
财务管理

（5 分）
资金使用规范性 2 2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政府招标规范性 1 1 

合同管理完备 1 1 

项目管理

（15 分） 

项目管理

（5 分）

项目质量可靠 1 0.67 

完成数量 5 4.81 

完成质量 5 4.81  

完成时效 5 4.62 

项目绩效

（70 分） 项目完成

（20 分）

完成成本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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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素质达标率 10 10 

参加科普讲座增长率 6 5.68 

参加科普日活动增长率 6 5.55 

知晓率 8 3.41 

项目效益

（40 分）

满意度 10 7.92 

长效管理 5 5 长期影响

力（10 分） 部门协助 5 3 

合计 100 89.47 

四、项目资金安排（含分配）及执行情况 

（一）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项目 2018 年初预算安排为 300 万元，

在 2018 年 7 月追加 300 万元。预算总额为 600 万元，实际执行

600 万元，执行率为 100%。 

（二）项目预算分配及使用情况 

根据成都市科技协会与 4 个实施项目宣传单位签订的合同，

合同金额共计 596.92 万元。截至 2019 年 7 月 15 日，已向四个单

位支付资金共计 495.24 万元，四个实施单位已使用 368.64 万元，

总使用率为 74.4%（主要原因：项目为跨年度项目，按照合同，

尚有部分项目计划时间截至评价进场日尚有一段时间）。 

五、项目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方式、措施及执行情况 

按照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年）》（成办发〔2016〕52 号)

要求和《成都市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分工安

排,成都市科技协会作为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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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牵头制定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宣传计划，组织实施

年度科学素质宣传项目，开展对各宣传项目的检查、综合协调、

绩效管理等工作。成都市科技协会按照有关政策的规定，对项目

实施单位进行了公开招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成都市科技协会

对项目的进度和完成质量开展了定期监督检查，确保项目严格按

照合同规定执行。 

我们通过现场调查了解，项目管理方式有效，管理措施到位，

执行情况较好。 

（二）财务管理情况 

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 

成都市科技协会制定了《成都成都市科技协会机关财务管理

办法》、《成都市科技协会内部控制制度汇编》、《科普宣传项

目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科普宣传项目

运行监督管理工作指南》等资金管理制度，对本次项目预算管理、

使用、监督等都有明确完整规定。 

经现场调研及会计凭证抽查，未发现会计核算不准确、付款

手续不完善、项目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项目资金使用合规、财务监控有效。 

六、项目产出及效果情况 

（一）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项目采购合同，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第二阶段宣传与四

个宣传平台进行了合作，“线上+线下”全方位向成都市民输送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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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项目产出情况如下： 

1.电视宣传平台。 

“你好科学”计划播出 35 期，项目约定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5

月，实际已经播出 37 期，完成计划目标的 106%。实际完成时间

2019 年 5 月；计划平均收视率 0.9：平均收视率为 1.01，覆盖人

数达 233 万人。 

科普微视频《科达小剧场》计划播出 242 期，项目约定完成

时间为 2019 年 5 月，实际播出 242 期，完成计划目标的 100%。

科普活动新闻报道计划播出 20 期，项目约定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9 月，实际已经播出 18 期，完成计划目标的 90%。 

科普大篷车计划开展活动 26 次，项目约定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9 月，目前已经完成 10 次，完成目标计划的 38.50%； 

广播电台科普活动月宣传片计划播出 31 天，项目约定完成

时间为 2019 年 9 月，已经播出 31 天，完成目标计划的 100%。 

公交平台播出天数情况为计划播出 242 天，项目约定完成时

间为 2019 年 6 月，已经播出 242 天，完成目标计划的 100%。 

2.报纸宣传平台。 

项目约定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8 月。计划在报纸主要版面刊

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专题专栏文章、报道，4 期，目前推广

了三期，完成目标的 75%。 

“电子阅读屏”推广方面，为扩大全民科普的群众基础，成都

日报社已实现旗下电子阅报屏科普宣传 100%全覆盖。根据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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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成都日报社每月选择其中一周作为“科普周”推广，在此期

间持续滚动播放原创科普宣传幻灯片。目前，电子阅报屏覆盖全

市 22 个区（市）县的党政机关、重点活动场所、重要酒店和旅游

景点，视频约 1 小时播放 5-10 次，图片 1 分钟约循环 5 次。 

一个月“小锦问答”有奖竞猜活动，同步新媒体报道 10 篇以

上，总计不少于 2 万字，目前尚未进行。 

“科学奇兵—蓉城科普寻宝记”邀请两院院士，专家，学生参

与，推出至少 20 篇报道，新媒体报道不少于 25 篇，总计 6 万字，

目前尚未进行。 

“两微一端”同步推出科普综述与评论文章 3 条以上，总计

2400-3000 字，推出主题动态报道 20-25 条，总计不少于 3 万字；

实际已推出综述与评论文章 3 条，总计 5 千字，推出主题动态报

道 30 条，总计 4 万字。完成目标 100% 

3.地铁宣传平台。 

地铁电视：项目约定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6 月，对照项目计

划目标，地铁电视实现在早晚高峰时段，科普短片播出安排时间

在早高峰 7 点-11 点之间和晚高峰 17 点 -21 点进行循环播放;

实际执行地铁电视播放时间全天达到 16 个小时播放，播放时间为

32 分钟/天，全线路共播放 192 分钟，超过原定播放时间量的 2

倍，每天科普宣传覆盖客流超 300 万人次，完成率达 150%。  

地铁科普专列：项目约定完成时间为 2019 年 4 月，目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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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实施完成。科普专列目标预定专列在成都地铁 1 号线上运

行 4 周，覆盖客流量 100 万，实际主题专列运行达到五周，覆盖

客流量超过 120 万，完成率达 125%。 

4.新媒体宣传平台。 

“科普熊猫”微信公众号保持每日更新，每日发布文章不少于

两篇，计划推出文章 240 篇，目前实际已推送文章达 443 篇，项

目完成率达 184%。质量要求至少 24 篇达到 10 万人以上阅读量，

实际平均阅读量 7694 人，仅有 2 篇达到 10 万人以上阅读量。要

求“科普熊猫”粉丝量 80 万人，实际为 39 万人，完成任务目标量

的 49%。 

开展线下推广宣传活动 13 场，完成任务目标 30 次的 43%。 

在天府市民云、新浪微博、地铁传媒等平台同步开展宣传活

动计划 18 次，实际开展 63 次，完成目标任务的 350%。 

综上，根据与成都市科技协会以及四家具体实施单位座谈了

解，四川广播电视台、成都日报和成都地铁传媒公司均能按照合

同规定期限内按质、按量、预计成本内完成项目标。但新媒体平

台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任务情况相对较差，不能

按时保质完成合同任务，预计其服务期被延长 2 个月。 

（二）项目效果情况 

1.项目主要宣传效果。 

（1）电视宣传平台—《你好科学》专题节目。 

作为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第一档大型全民益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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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知识电视节目，该项目采用生动有趣的答题互动方式，对现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节目通过在 CDTV-2

频道每周日晚 20:00—20:30 黄金时段的持续播出，最高收视率已

达到 1.73，平均收视率达到 1.01，超出合同约定的 0.9 的目标，

共覆盖人群达 243 万人，并多次成为成都原创节目的收视冠军。

已经具有良好的群众口碑和稳定的观众群体，成为成都市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宣传项目的领头羊。 

（2）“科普大篷车”系列活动。 

创新打造全国第一辆“科普大篷车”，采用科学知识现场问答

和互动游戏发放奖品的方式，开发打造科普“大篷车”并开进各区

（市）县。把传统的演播厅固定舞台变成了移动舞台，利用它的

流动性和灵活性、传播的机动性，让更多的市民能面对面的参与

科普活动。在已经落地的“科普大篷车”活动中，大篷车每到一处，

大量当地居民积极参与并驻足围观，活动现场热烈、科普氛围浓

厚。 

（3）报纸宣传平台。 

成都日报社按照合同要求，在成都日报上开辟了科普宣传栏

目，并持续推出动态报道、深度报道，覆盖人群逾 25 万人；利用

所属“锦观”新媒体平台同步开辟专栏，推出多屏动态报道，覆盖

人群达 600 万人；科普月活动期间，利用电子阅报屏对全市 22

个区（市）县党政机关、重点活动场所、重要酒店和旅游景点，

进行科普宣传。在全市特别是公务员群体中较好的普及了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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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传播了科学精神，社会反响较好。 

（4）地铁宣传平台。 

通过地铁电视项目持续播放和推送以“科普中国”为基础内容

的科普视频、科普宣传片，让市民在乘坐地铁之时，了解到一些

有趣、实用的科普知识，从而促进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工作

宣传，促进全市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 

项目利用地铁宣传平台，打造了首列科普主题专列“why”， 

“why”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主要设计内容，唤醒人们对科学知

识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why”主题专列在运行第一天就被新浪，

腾讯，网易，搜狐，四川在线等 20 多家主流媒体及成都市宣传部

跟踪报道。从而引起全国网友和成都市民的广泛关注和热切讨论，

科普主题专列“why”受到广泛的好评，在成都营造了良好的科普

氛围。 

（5）新媒体宣传平台。 

目前，科普熊猫微信公众号粉丝数达 39 万人，推送文章 443

篇，平均阅读量 7694 人，未达到合同约定目标 80 万人、平均阅

读量 3 万人的预期目标。但与其他省市同类型科普类微信公众号

相比，科普熊猫运营数据位居科协系统全国第二，仅落后于中国

科协所属的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微信发布的文章紧跟国内外科技热点事件和话题，特别是“成

都，中国科幻之都”、“流浪地球小说首发于成都！这部影片和成

都有着这么多关系”，“5G 时代弯出个未来”，“叮！前方到站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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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专属列车的终点站——科普熊猫”等推文，紧跟时代热点，关注

度高，引起广大网友积极参与讨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成都市 2018 年科学素质测评情况较好。 

根据 2018 年中国科普研究所对成都市的调查显示，成都市

2018 年科学素质达标率为 11.7%，较 2017 年科学素质达标率

10.5%相比，已经提高了 1.2%。超过项目原定计划目标 11.55%。

根据 2018 年分类测试显示，受教育程度是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决

定因素。本次测试科学素质达标率初中以下的为 3.2%，高中（中

专、技校）11.1%，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28.7%。 

据测评结果分析，成都市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态势良好，

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呈现出与我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适

应的特征。 

3.项目提升了成都市民获取科技信息以及了解科学知识的积

极性，有利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根据 2018 年中国科普研究所对成都市的调查显示，2018 年

公民参加过讲座比为 31.3%，比 2017 年 16.6%，增长了 14.7%；

参加过科技周、科普日活动的比例为 27.9%，比 2017 年 15.4%，

增长了 12.5%。从上述增长情况，说明通过政府引导以及对科普

的宣传，公民对科技信息以及了解科学知识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有利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4.项目满意度调查。 

本次对项目提升受益者科学素质能力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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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效问卷 129 份，有效问卷 109 份（其中 20 份未填写），其中非

常满意人数为 40 人，占比 36.70%，比较满意 38 人占比 34.86%，

基本满意 22 人，占比 20.18%，不太满意 9 人，占比 8.26%，整

体满意度为 79.2%。从上述满意度分布情况，说明本项目实施受

到大多数受益者的认可。 

七、存在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方面 

1.编制项目预算的准确率待提高。 

据调查，本次部分项目预算资金与实际中标价有较大差异，

如网络新媒体预算资金为 95.1 万元，而实际中标价为 46 万元。 

2.项目实施宣传内容围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要求的内容

不够紧密。 

根据宣传合同，本次宣传内容主要为一般科普知识，虽然部

分科普知识，可能有利于公民科学素质提高。但由于本项目资金

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宣传项目专项资金，为了更有利于实现

项目目标和发挥资金最大效益。项目宣传内容应紧密围绕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测评要求的内容进行宣传。 

（二）项目绩效方面 

1.项目宣传效果有待提高。 

本次对成都市目标人群进行了是否了解全民科学素质宣传

渠道以及是否知道全民科学素质测评要求进行了调查，其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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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问卷 129 份，有效问卷 115 份（其中 14 份未填写）。其

中，认为宣传渠道多的有 40 人，占比 34.78%；认为宣传渠道较

少的有 30 人，占比 26.09%；不知道宣传渠道的有 45 人，占比

39.13%。认为宣传渠道较少和不知道的占比达到 65.22%。 

知道全民科学素测评要求的 49 人，占比 42.61%，不知道的

66 人，占比 57.39%。 

从上述目标人群了解宣传渠道结果情况以及是否知晓测评

有关要求的占比情况分析，本项目实施宣传效果有待提高。 

2.政府机关部门之间协助较少。 

根据《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中的重点任务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成办发

〔2016〕52 号）：为完成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总体目标，

全市各相关部门需要积极牵头或配合参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经了解，本次项目实施中，各部门之间互动配合较少，其他

部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宣传较少，科协开展工作总体难

度较大。 

3.“四大重点人群”的精准化宣传推送力度不够，特别是缺乏

针对农民群体有效的科普宣传。 

目前，负责宣传科普知识的四大媒体平台定位不够精准，推

送的内容也未针对目标人群进行分类选择编辑，难以吸引群众关

注兴趣。除此之外，项目实施过程中忽略了农民群体的科普宣传，

由中国科普研究所调查结果显示，我市农民群体科学素质达标率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绩效评价报告 

 — 16 — 

仅为 5.5%，低于城镇居民一半左右。 

八、相关建议 

（一）项目目标方面 

根据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公民科学素质发展状况表，部分副

省级城市 2020 年设定全民科学素质平均达标比例为 14.3%，对标

杭州、济南、西安（均为 15%），成都市作为“新一线城市”排名

第一，建议 2020 年设定全民科学素质平均达标目标比例为 15%。 

（二）项目管理方面 

1.开展项目绩效前评价，不断提高预算编制水平。 

建议开展项目绩效前评价，根据目标需求，做好购买第三方

服务市场宣传内容调查分析以及合理确定宣传服务项目的市场成

本，优化宣传项目资金分配结构及方式，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

实现财政资金效果最大化。 

2.增强科普宣传内容与测评要求之间相关性。 

建议宣传内容应紧密围绕《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要求的

内容以及测评题库进行。发挥项目专项资金最大效果，最大限度

完成项目总体目标。 

（三）项目绩效方面 

1.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增强协调配合意识，政府从顶层制度层

面上解决公民主动学习科学素质测评有关内容积极性不高的问

题。 

首先，建议各部门按照《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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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2016-2020 年）中的重点任务责任分工方案的通知》

（成办发〔2016〕52 号）上规定的职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同时要围绕科普全民提升大局，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及时协商

解决工作中矛盾和问题，认真按照协调意见分工落实。 

由于全民科学素质测评内容多为被动接受，主动学习积极性

不高。因此，要快速有序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议政府有关部门，

尽量从制度层面上，把科学素质测试内容列入中小学结业考核、

选拔人才以及公务员干部后期教育的考核内容之中。一旦科学素

质测试内容和中小学结业、选拔人才以及公务员干部后期教育挂

上钩，原本不受相关部门和社会重视的科学素质教育，立刻会成

为“香饽饽”，备受推崇，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积极性也会大为提

高。 

2.加大基层农村科普力度。 

建议加大基层农村科普力度，具体精准化开展农民科学素质

教育工作，与其他有关部门互相协作，有序推动农民科学素质建

设工作的开展。宣传培训内容上应与农民生活劳作息息相关，培

养农民群体科学思维观及运用现代农业技术能力，改善其自身生

活生产质量。 

3.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建议财政适当增加项目经费，科协增

加如下宣传方式。 

根据中国科普所出具的《2017 年成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

报告》：有 61.4%的公民通过科普画廊或宣传栏的获得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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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信息。另具《2018 年成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报告》：

公民使用主流互联网渠道获取科技信息比例分别为：微信 98%，

腾讯、新浪、新华网等门户网站 87.9%，百度、搜狐等搜索引擎

83.7%，科学网、百度百科等专门网站 73.1%。针对上述调查结果，

在适当加大财政资金支持下，建议增加以下宣传方式： 

（1）增加以科普画廊和科普宣传栏的宣传方式。 

目前我市建有 345 个科普画廊和 2,300 余个科普宣传栏，在

科普宣传方面一直发挥重要的作用。进入互联网时代，不同年龄、

不同性别、不同的爱好和兴趣要求科普宣传的方式和手段多样化，

因此只有多种形式、不同内容的宣传手段才能更好满足广大群众

的需要。建议协调相关部门，在科普画廊、科普宣传栏增加公民

科学素质有关的宣传内容。 

（2）实施“互联网+成都科普”行动模式。 

按照《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重点任务安排，着力创新传播方式、提升服

务能力，推进科普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构建基于互联网的

现代科普传播体系；开辟普及科学知识新空间，拓展传播科学精

神新领域，打造推进科学素质建设、助力创新驱动的示范亮点。

统筹推进科协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科普网络书屋和电子科

普宣传栏、阅览屏建设，拓展移动通信、广播电视科普宣传渠道，

基本形成基于互联网、拓展到移动通信广播电视的科普传播新格

局。统筹谋划民生科普、项目科普、应急科普，努力扩大科普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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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效应，探索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科普公共服务新模式，

促进政府与市场、内容与渠道、事业与产业有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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