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以日本学术振兴会 2002 年国际评估的绩效报告为例，采用叙事分析法研究了科学基金绩效报告的框架、结构、内

容和特点。 分析表明，学术振兴会的绩效报告结构紧凑、内容丰富，兼具历史性、基础性与国际性，基本满足了国际评估要

求。 但其绩效报告也存在不足，表现在报告中的档案资料和客观描述居多，缺少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评价；主要以活动

和过程的信息为主，缺少产出和结果指标。 评估目的、读者对象、评估周期和评估方法等都会对绩效报告的结构与内容产

生重要影响。 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国际评估的需求，提出了科学基金绩效报告的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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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tilizing narr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paper analyzed the framework, structur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erformance reports of 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 It＇s found that

the report of JSPS is integrated as a whole, rich in content, characterized of historical retrospection, primary

descrip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re are, however, some deficiencies: depending more on archives

and objective data, rather than perception of key stakeholders; information of input, process and activities is

in the dominant, lacking output and outcome indicators． The purposes, target readers, cycle of evaluation, and

methods for measurement,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performance report． The

suggestions for designing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repor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in the international evaluation are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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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公共支出绩效评估和问责制的逐步强化， 科学

资助机构绩效评估日益被提上日程[1－3]。2008 年 5 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主任陈宜瑜提出，将“适时启

动科学基金资助管理绩效国际评估工作， 总结经验与成

效，评估和分析运行状况，进一步明确发展和完善科学基

金制的着力点，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资助效益[4]”。 据陈宜

瑜介绍，NSFC 国际评估将借鉴美国、 日本和德国的经验

并结合中国国情，预计在 2010 年正式实施[5]。

基础研究有别于应用研究，存在多维性和多面性，其

绩效评估更为复杂和困难[1]。 从国外经验来看，多是通过

前期研究完成绩效报告后，邀请专家进行评审[6]。 因此，绩

效报告能否准确、 全面地反映科学基金的绩效形成过程

和表现，满足有关方面的需求，是开展国际评估的首要前

提。 目前，国内关于公共部门绩效报告的研究还处于起步

阶段[7]，针对科学基金绩效报告的研究尚未发现。 结合日

本学术振兴会（JSPS）国际评估的实践经验，本文对科学

基金绩效报告进行了研究。 笔者首先综述了公共部门绩

效报告的实践与研究进展， 提出了绩效报告分析框架和

研究方法；其次，研究了 JSPS 的绩效报告，具体分析了报

告的结构、内容与特点；最后，针对 NSFC 的年度报告提出

了改进和完善建议。

1 公共部门绩效报告初探

1．1 实践与研究状况

伴随着“新 公 共 管 理”运 动 在 全 球 的 扩 散，结 果、顾

客、绩效、问责等日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关键词，并推

动“绩效运动”的持续升温 [3,8]。 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与管理

是衡量和改进公共部门工作绩效的重要工具， 也是近年

来国内外公共管理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公共部门绩效评

估是各种绩效信息收集、汇总、整理、分析、报告和使用的

过程，包括收集客观绩效数据和主观感知信息。 绩效信息

利用是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的最终归宿之一， 也是其发挥

效用的根本所在[9]。 公共部门绩效信息的表现形式和传播

渠道主要是绩效报告， 即以特定媒体承载公共部门绩效

信息的报告[10]。 因此，公共部门绩效报告是绩效评估的核

心要件，是绩效评估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载体，更是公

共部门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部门绩效报告的雏形可谓“准绩效报告”，比如

年度工作报告、财政报告等。 然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对于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结果的利用都还不够 [11]，绩效评估

更多地是“评估，然后……结束”。 事实上，政府管理正逐

步从单纯的会计和审计工作转向全面的政府绩效评估、

审计和管理工作[3－7]。 总结国内外已有实践可以发现，公共

部门绩效报告的趋势主要为以下三点：首先，越来越多的

绩效指标正在被纳入到公共部门绩效报告中， 表现出绩

效报告的结果导向 [12]；其次，绩效报告凸显面向利益相关

者的受托问责，强调基于绩效的公共问责，而绩效报告也

成为公共部门回应公共问责的重要手段 [3]；最后，与绩效

评估一样，绩效报告的撰写也日益成为一门学问，需要进

行科学研究和系统培训[13]。

目前， 国内对公共部门报告的关注还仅限于财务会

计和财政管理领域，主要探讨会计准则和预算标准，对于

公共部门绩效报告的研究还不多见[14]。虽然我国关于公共

部门绩效评价与管理的研究与实践都甚为丰富， 但关于

公共部门绩效报告的研究却很少[7]。 即便是在国外，相关

探讨也才刚刚开始，亟待形成共识并开展系统研究[15－17]。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绩效报告就是“绩效故事”[10]，绩效的形成是由一系列

事件与过程组成的因果链条， 它们构成了一个个生动鲜

活的绩效故事， 向关注和关系评估对象的各方利益相关

者娓娓道来： 绩效水平有多高， 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均

衡，绩效是如何产生的，等等。 因此，绩效报告其实是在讲

一个“绩效故事”，以此打动你的读者。 从传播学的角度而

言，如何将信息传达给受众是信息论的主要工作。 因此，

绩效报告能否适应受众的需求，取决于受众的特征、报告

的目的、内容、形式和时限[17]。

公共部门绩效报告是反映组织活动、 结果与成绩的

主要信息来源，也是体现组织绩效最为全面的资料 [10]。 但

绩效报告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定性资料，有别于定量资料，

目前主要采用叙事分析法 [18]。 Marnoch 认为，应从以下 8

个方面分析绩效报告：呈现形式（包括外观、标题、内容）、

目标读者、语言、叙述者的视角、叙述结构、讲故事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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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故事情节、系列化程度[10]。 将上述要素加以归纳，可

以对绩效报告的如下内容进行分析：叙述者（主体）、目标

读者（客体）、内容（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绩效亮点）、风格

（外观、标题、语言、版式）、结构（篇章 布 局、故 事 情 节 安

排、系列化程度）、参照系（竞争性绩效信息来源、竞争对

手或对照物）。 分析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绩效指标的构成

与类别以及叙述结构。

绩效报告的叙事者与目标读者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绩

效报告的关键（如图 1 所示）。 绩效报告是由一系列的原

始绩效信息加工处理而成的， 它们反映了叙事者的定位

和预期。 绩效报告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等方

面都想要体现叙事者的基本特征， 并能够与目标读者的

心理预期和定位保持一致，才能真正发挥其传播、“打动”

和正面影响读者的目的。 与此同时，绩效信息的传播还有

许多其他途径，它们是与绩效报告竞争读者的潜在对手。

最后，绩效报 告 需 要 一 系 列 的“标 杆”，通 过 参 照 系 的 设

置，反映叙事者本身在整个同行序列中的绩效水准，为目

标读者提供一个比照的依据。

图 1 绩效报告的分析框架

2 日本学术振兴会绩效报告研究

2．1 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概况及国际评估介绍

JSPS 成立于 1932 年，是为奖励学术研究活动而创建

的财团法人，1967 年成为特殊法人。作为日本科技创新系

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JSPS 资助以大学为主体的学

术研究 及 国 际 交 流 活 动， 并 推 动 日 本 学 术 振 兴 事 业 [6]。

2002 年，JSPS 实施国际评估， 由国际专家对其进行整体

性绩效评估。 2003 年，JSPS 成为受文部科学省管辖的独

立行政法人。 在 JSPS 的组织变革过程中，国际评估发挥

了重要作用，为其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6]。2004 年以来，按

照独立行政法人的要求，JSPS 开始年度自评估与外部评

估。 为此，JSPS 制定了中期目标，并据之制定中期计划和

年度计划，开展绩效评估。

国际评估为 JSPS 提供了一个“兜底性”的评估基础，

使其进入独立行政法人的管理序列并开展战略规划和年

度绩效评估。 国际评估提出的建议也为其完善组织运作、

争取财政支持等贡献了力量。 作为科学基金绩效评估的

早期探索者，JSPS 的国际评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借鉴 [6]。

尤为重要的是，同样作为非英语国家而开展国际评估，如

何 为 国 际 评 估 专 家 准 备 绩 效 报 告 ，JSPS 为 NSFC 将 在

2010 年开展的国际评估提供了启示。

2．2 JSPS 绩效报告分析

JSPS 的国际评审报告书包括评审报告书与评审材料

两个部分，后者是由 JSPS 准备的绩效报告，前者是由国

际专家讨论完成的[19]。 我们主要对评审材料进行分析，它

们反映了 JSPS 对其绩效的理解。 按照叙事分析方法，我

们关注的焦点是：绩效报告是如何描述其绩效的，包括哪

些指标[20]，以及这些绩效信息的来源和收集方式。

JSPS 的绩效报告分为如下 7 个部分： 日本科学研究

制度、JSPS 概况、研究资助、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统计资

料、补充材料。 前两部分是概括性的背景资料，介绍了日

本科学研究的制度框架和演变历程，阐述了 JSPS 的历史

由来和基本现状。 第 3～5 章是报告的核心内容，主要介绍

JSPS 的三大业务领域的目标、制度、运行状况等。 以第 3

章“研究资助”为例，内容包括科学研究资助概况、科学研

究资助审查、产学研合作等，介绍了 JSPS 的资助宗旨、类

别和制度等，主要涉及其资助的一些概括性资料。 对应的

“统计资料”分资助项目介绍 2000 和 2001 年各类项目的

资助总数及资助率、平均资助额度等指标。

总体而言，其绩效报告较为全面扼要，基本满足了国

际评估要求。 JSPS 绩效报告的特点在于：其绩效表现为一

系列制度政策和组织运作， 特别是对独立行政法人化的

需求；主要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数据，在此之前是

历史回顾，从而回避了溯及既往的潜在数据问题；报告提

供了其他国家科学基金的相关数据， 方便评审专家参照

比较，并突出 JSPS 与主要国家的差距，为其行政改革确

立合法化基础； 报告附有大量介绍日本科技体制的法律

与文件，便于专家较为深入地理解 JSPS 的地位和作用。

JSPS 绩效报告也存在一些不足， 导致评审过程中需

要补充材料。 首先，报告中客观描述和事实陈述居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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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来自科学家、产业界、管理人员等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评

价（如图 2 所示）。 因此，JSPS 绩效报告主要是客观绩效指

标，没有主观绩效指标。 报告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文件档案

和信息系统，缺少面向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访谈与调查，也

没有通过科学计量学等工具获取更为严密的数据。 这种

报告定位主要源于绩效评估的成本—收益分析： 尽管采

用多个绩效指标和同行评议是最为可取的评估方法，但

其耗费的时间、经费等也更多；一些基本资助数据可以唾

手可得，诱发组织选择简单粗放的评估做法 [1]。 但由此导

致的问题也是明显的：我们看不到 JSPS 的资助取得了多

少成果，产生了哪些影响，科学家的满意度有多高。

图 2 科学基金绩效报告的分析框架

其次，绩效报告主要以活动和过程信息为主，缺少明

确的产出和结果指标（如图 3 所示）。 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投入、过程和产出方面的绩效指标，几乎没有结果指标。

我们通过报告可以明确 JSPS 投入了哪些资源，制定了哪

些制度并开展了哪些活动，资助了多少项目，培养了多少

人， 但却无法知道这些资助活动对于学科建设和科学进

步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有助于量化的科学氛围的形成，乃

至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图 3 科学基金绩效报告的分析框架

报告的定性资料与定量数据的比例较为均衡， 但主

要以定性资料为主，定量数据仅涉及评估前的几年。定量

与定性评估需要有机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恰如绩效指标

与同行评议的联合使用是最适合基础研究的评估方法 [1]。

但从所占篇幅而言，报告中统计数据的篇幅不大，主要是

对其组织运作的定性叙述， 因此缺乏足够可靠的证据支

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评估目的决

定绩效报告的结构与内容。 JSPS 谋求法人地位的改变，实

现从文部科学省下属机构到独立行政法人的组织转型，

所以其开展国际评估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顾过去， 启智未

来。 其次， 评估周期的安排也决定了绩效报告的风格。

JSPS 首先进行了一次性国际评估， 随后每年均开展周期

性的年度评估，两种评估报告的风格截然不同，在读者对

象、内容、篇幅、用语等方面都有差异。 国际评估也恰当地

处理了多年评估的历史数据问题，采取远期以回顾为主、

近期以量化数据为主的策略。 最后，评估方法也对绩效评

估的结果产出产生了显著影响。 JSPS 评估主要是专家评

审而非定量排名， 所以它需要的是大量基础材料而非定

量数据。 它更加强调评估的国际性与基础性，“外来和尚

好念经”的前提是沟通与理解，即提供国际比较的材料，

注重评审材料的基础性和相关性， 特别是提供丰富的背

景性信息。

3 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 JSPS 国际评估绩效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到其

基础性、国际性和历史性的特点，也认识到它在绩效信息

的全面性和动态性方面的不足。 面向 NSFC 国际评估，其

绩效报告如何设计？ 我们认为，NSFC 已有的信息平台、数

据库、年度报告和历次纪念性总结等，都可以作为未来绩

效报告的重要素材。 NSFC 国际评估可以在这些“准绩效

报告”的基础上整合完善，不必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目前，NSFC 网站已经公布了近几年的年度报告，主

要是其工作展示与成绩选录 [22]。 NSFC 自 1986 年成立以

来每年都完成年度报告， 但主要用于向主管部门汇报工

作。 2001 年，NSFC 举行了 15 周年专题纪念，专题报告对

NSFC 概况、科学部重点资助领域及国际合作与交流进行

了介绍。 2006 年，NSFC 举行 20 周年专题纪念，其专题报

告包括资助情况与成果影响以及其利益相关者访谈。 可

见，NSFC 在资助信息和年度报告的完整性、 连续性和公

开性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国际评估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NSFC 的历年年度报告表现出很强的连贯性和一致

性，每年年度报告均包括 11 个部分，仅在某些标题上有

略微差别。 比如，2007 年年度报告的目录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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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NSFC 工作大事记、项目成果巡礼、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及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选介、 年度经

费概况、年度申请和资助情况、项目结题和验收情况、国

际 ／ 地区合作与交流、组织概况、监督与审计工作、其他工

作。 与 JSPS 相似，NSFC 年度报告中的绩效指标主要为投

入、过程和产出指标，结果指标几乎没有。 原因可能在于

年度报告仅反映一年绩效， 无法获得多年结果指标。 与

JSPS 一样， 年度报告中主要是基于数据库的客观绩效指

标，缺少面向利益相关者调查的主观绩效指标。 其次，有

别于 JSPS，NSFC 年度报告中既有资助数据和成果数据，

也有优异的受资助者和标志性科学研究成果的展示，从

量和质两个方面综合反映 NSFC 的工作成效，较为全面和

立体。 最后，由于历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关键指标和统计

口径等有较强的连贯一致性， 便于在共同基础上进行多

年整合并形成跨年度绩效报告。

我们认为，可以在年度报告的基础上形成 NSFC 国际

评估的绩效报告。 但由于其定位是年度工作报告，所以从

组 织 绩 效 报 告 的 角 度 而 言 尚 有 待 于 提 炼 和 整 合。 结 合

JSPS 的国际评估经验， 着眼于未来 NSFC 绩效报告的完

善与整合，我们对年度报告提出如下改进建议：首先，提

升战略高度， 突出 NSFC 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战略地位。

其次，拓展国际视野，通过国际标杆管理，展示 NSFC 在主

要国家行列的地位。 再次，将对资助对象的微观排名与案

例研究有机结合， 进一步凝练和提升 NSFC 的资助效应。

最后，完善面向 NSFC 利益相关者的调查，突出其声誉和

影响。

尤为重要的是，绩效报告需要有一个“故事主线”贯

穿始终，以及围绕故事主线而展开的理论框架。 绩效报告

的理论框架可以是基于 “投入—产出—结果” 的逻辑模

型，也可以是基于组织的战略、使命与愿景，整合组织的

学习与创新、内部流程改善、利益相关者满意、财务健康

等维度的平衡计分卡，还可以是其他创造性的理论。 通过

一个理论框架，围绕一条故事主线，将一系列绩效信息、

绩效数据和绩效亮点串联在一起， 将会使绩效报告更像

一个吸引读者的“绩效故事”。

本文对 JSPS 和 NSFC 的绩效报告分析只是初步的，

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和比较分析。 目前，在公共问责的压力

和绩效改进的动力下， 许多国家科学基金都已开展绩效

评估，并发布绩效报告，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英国研

究理事会、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等。 一些专业咨询公司（如

Technopolis Group 等）也开始涉足并承担相关业务。NSFC

国际评估有必要吸收借鉴国外经验， 在结合其实际情况

和国际评估目的的前提下，进一步设计和完善绩效报告。

致谢： 感谢西安交通大学绩效管理研究中心同仁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基金项目课题组成员在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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