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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NSF )绩效报告的叙事分析,展现了其来由和历史变化, 提炼出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绩效评估与绩效管理的启示。分析表明, NSF从成立初期就实施了年度报告制度 ,近年来

面对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众多利益相关者的问责, 其绩效报告不断发生着变化;对 2006~ 2008连续三年绩效

报告的比较发现, NSF绩效报告形式有简洁且系统的趋势, 绩效评估的内容与战略紧密挂钩且更加关注实现

结果的过程,绩效信息整合程度和可读性等呈现出进一步增强的趋势,进一步突出了对 NSF的问责。结合上

述分析给出了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绩效评估和绩效报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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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30年中,人们对政府绩效的批评蔓延到

了世界各个角落的政治领域,认为政府绩效与公共

期望相去甚远
[ 1]
。实际上, 绩效是一个具有普遍性

的概念,所有社会对象都存在绩效,而绩效的概念会

随着对象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 2]
。一般地, 组织绩

效的维度包括效率、效果、质量、创新、公平、成本等

多个维度
[ 3]
,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对同一组织的绩

效有不同的期望。面对这种局面, 组织不仅需要向

利益相关者报告其绩效, 更需要斟酌采取何种方式

进行报告才能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科学基金组

织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简称基金委 )自 1986年成立以来, 每年都通过年

度报告等形式向利益相关者报告其运行状况。然

而,这种年度报告如何有效展示组织绩效仍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

与一般意义上的年度总结不同, 绩效报告是一

个组织绩效信息的有机集成,是对该组织绩效故事

( performance sto ry)以文本形式的再现。有学者认

为,好的绩效报告可以告诉读者特定项目以怎样的

成本完成得如何之好
[ 4]
。绩效报告也是特定绩效

评估活动的结果之一,能够为改进组织管理提供决

策依据。不过在管理实践中, 许多讲述组织绩效故

事的文本未必冠以  绩效报告 !之名。例如,在新公

共管理运动背景下出现的年度报告被认为是一种常

见于西方公共部门的绩效故事载体, 它能够囊括关

于组织绩效的综合信息, 是组织为寻求有效讲述绩

效故事所做出的努力
[ 5]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

公共组织的年度报告也被视为一种问责机制, 即采

用特定信息以解释和说明责任履行情况
[ 6]
。然而,

实际上其中许多都未能发挥问责的功能,只是例行

公事
[ 7]
。从国内研究进展来看, 尽管目前关于政府

绩效评估的研究相当丰富, 但关于政府乃至公共部

门绩效报告的研究却相对很少
[ 8]
。

2009年, 基金委提出要  进一步深入调研国外

科学基金组织绩效评估的做法和经验!, 并着手研

究实施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的国际绩效评估工

作
[ 9]
。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 美国等科技发达国

家的绩效报告研究和实践相对成熟, 能够为基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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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本文针对美国国家科

学基金会 ( Na tiona l Sc ience Foundation, 简称 N SF)

的绩效报告进行研究。NSF与基金委在使命、愿

景和职能等诸多方面都较为相似, 通过对 NSF绩

效报告的分析能够展示 NSF绩效评估与管理的

发展变化和经验, 为即将进行的科学基金国际绩

效评估提供参考。具体地, 本文根据对 NSF财年

绩效报告等公开发布资料的检索和筛选, 在描述

N SF绩效报告来由和演变的基础上, 重点以近三

年 ( 2006 ~ 2008 )正式发布的报告作为分析对

象, 对其绩效报告进行叙事分析。

1 N SF绩效报告的来由和演变

NSF作为美国联邦政府科技管理的主要机构,

掌管着政府基础研究资金的分配, 资助研究类计划

( research pro jects)和教育类计划 ( education pro

jects)两类项目, 目的在于推动其发现 ( d iscovery)、

学习 ( learning )和创新 ( innovation)。近年来, 随着

∀国家科学与技术政策组织和优先法#的颁布和一

系列科技计划的实施,政府战略资金投入越来越大,

2007年 NSF资助经费已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

的五分之一
[ 10]
。在这种背景下, 联邦政府等利益相

关者对资助绩效特别关注, 譬如政府问责办公室

( Governm entA ccountability O ffice, GAO )将  资源的

分配及其与结果相挂钩!视为  高风险 !的问题 [ 11 ]
,

NSF不得不通过展示绩效以回应诸多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问责。NSF的主要问责主体大体上包括以下几

类:

( 1)美国国会 1993年通过的 ∀政府绩效与结
果法 案 # ( Government Perfo rm ance and R esu lts

A ct, 简称 GPRA )等法律促使 NSF更加严格规范

的开展绩效管理活动。作为对 GPRA的直接回

应, N SF被要求提交财年年度绩效计划和年度绩

效报告
[ 12]
。

( 2)在 GPRA的框架下, NSF的各个内设机

构需要接受外部专家委员会 ( C omm ittee o f V isi

tors, COV )、专家顾问委员会 ( D irectorate A dv isory

Comm ittee, AC )、业 务 与 运 营 顾 问 委 员 会

( Busin ess and O pe rations A dv isory C omm ittee, AC /

B&O )和 GPRA绩效评估顾问委员会 ( A dv isory

Comm ittee fo r GPRA Perform ance A ssessmen t, AC /

GPA )等机构的评估。

( 3)布什总统提出的总统管理议程 ( P resident∃ s
M anagement Agenda, PMA)对 R&D资助提出了明确

标准,使 NSF围绕 PMA的五个关键议题 (绩效评估

是其中之一 )重新审视其资助与管理活动, 这也是

一个问责压力的来源。

( 4)国会、GAO和预算管理办公室 ( O ffice o f

M 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等机构对 NSF绩效的

评估和审议直接影响到 NSF下一财年的经费预算,

也迫使 NSF更加重视绩效管理并主动回应这些来

自公共部门的问责。

( 5)在 NSF内部, 总监察长办公室 ( O ffice of

the Inspector G enera,l O IG )也对 NSF项目资助与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 给予 NSF一定的问责

压力。

上述绩效问责制度要求 NSF对其绩效给予足

够重视。其中, GPRA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法典,它要求包括 NSF在内的几乎所有联邦政

府机构 (仅有中央情报局、GAO、巴拿马运河委员

会、美国邮政局和邮政资费委员会等不包括在内 )

都必须在 1997年 9月 30日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绩

效计划、五年战略规划和财年绩效报告,战略规划涵

盖的期限应自其提交的财年起至少向前 5年, 并且

最少每三年更新和修订一次。在 GPRA颁布之后,

PMA, 以及 OMB的 A - 136号通告和绩效评估工具

( Perform anceA ssessment Rating Too ls, PART)都促使

NSF持续关注绩效与问责。在这种情况下, NSF需

要将其绩效信息与财年预算挂钩, 向多个机构提交

有关报告,同时接受 O IG和 GAO等机构分别从内

部和外部对 NSF的管理进行评论和监察。

在 NSF的历史上,回应对绩效的问责内容集中

体现在一系列报告中。NSF的第一届主任于 1951

年 3月到任
[ 13]

,而 NSF自 1952年起就开始对外发

布年度报告, 其中从 1991年开始以财年为单位发

布; 1998年至 2001年期间, NSF对外发布的是财年

问责报告; 2002年至 2006年期间, NSF对外发布的

是财年绩效与问责报告; 2007年没有独立的财年绩

效报告或财年问责报告,而 2008年开始发布财年年

度绩效报告。如表 1所示, 尽管这些报告中只有一

少部分被冠以  绩效报告 !之名,但实际上许多报告

都汇集了 NSF在当时的绩效信息,用以向特定的对

象解释其责任。除此以外, NSF曾发布了其它名称

的大量报告,包括一些针对 NSF发展与管理的研究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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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SF发布报告的名称变化

起始年份 报告通用名称

1952 年度报告 (Annual Report)

1991 财年年度报告 ( FY Annual Report)

1998 财年问责报告 ( FY A ccoun tab ility Report)

1999
财年问责报告 ( FY A ccoun tab ility Report)

财年 GPRA绩效报告 ( FY GPRA Perform ance R eport)

2002
财年绩效与问责报告

( FY Perform ance and Accountab ility Report)

2008
财年年度绩效报告

( FY Annual Perform an ce Report)

2 绩效报告的叙事分析

2. 1 2006年绩效报告分析

2006年 NSF发布的正式报告是 ∀2006财年绩

效与问责报告 #, 除此以外, NSF还发布了 ∀2006财

年绩效亮点报告 #、∀2006财年 GPRA绩效评估顾问

委员会报告 #和 ∀2006财年向国会递交预算要求中

的绩效报告 #,这些报告都可以看作 ∀2006财年绩效

与问责报告 #的概述或内容组成部分。 ∀2006财年

绩效与问责报告 #分为  对管理的讨论与分析 ( man

agement∃ s d iscussion and analysis) !、 详细的绩效信

息 ( detailed performance inform ation) !、 财政情况

( financia ls) !和  附录 !四部分。其中,关于 NSF绩

效评估过程与结果的信息主要反映在前两部分。

在  对管理的讨论与分析 !部分, 首先陈述了

NSF的机构简介, 即其使命、愿景、价值、地位、组织

结构、运行机制等内容;接着论述了绩效测量, 包括

评估长期研究、2006财年 GPRA目标和结果、近期

绩效亮点、PART评估结果、数据核查和确认, 以及

整合绩效、预算和成本等六块内容;其次是管理保证

(M anagementA ssurances)和财政讨论与分析 ( F inan

cia lD iscussion and Analysis)。可以看到, 在这一部

分展示的绩效信息是总括性的, 主要回应了 GPRA

和 PMA的要求,并引述了 PART的评估结果作为支

撑。其中, 与 GPRA有关的目标包括思想 ( ideas)、

工具 ( too ls)、人才 ( people)和组织卓越 ( o rgan ization

al excellence)四个战略产出目标, 以及两个年度绩

效目标。

在  详细的绩效信息!部分, 以  结果概述 !开

始,分别对 2006财年结果、2002~ 2006财年结果和

近期绩效亮点进行了叙述;接着对 NSF内部的绩效

评估进行了描述, 包括 COV、AC、AC /GPRA和 AC /

B&O对 NSF各学部的绩效评估,以及同行评议对项

目层面的评估 ( P ro ject - level A ssessmen t During

M eritR ev iew ),加上运用 PART对项目的评估, 最后

说明了绩效数据和信息的类型及来源; 紧接着,又分

别对数据核查和确认过程、战略产出目标、年度绩效

目标等内容进行了展开叙述。从报告中可以发现,

NSF的绩效信息收集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其绩效报

告的效果可能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

第一, NSF建立了一套相互支撑的中央信息系

统, NSF绩效报告使用的数据大多数都来自这些系

统。NSF的评估数据源包括其中心数据库 (电子化

的项目结题报告系统、申请书系统、项目批准系统、

评议专家系统、财务系统、绩效评估报告系统等 )、

分散的信息源 (如科学出版物、NSF发布的新闻简

报、包括 COV报告和顾问委员会报告在内的独立评

估报告、各科学局及下属各处的年度总结、各项计划

的年度总结等 )和 NSF内部建立与维护的本地数据

库。必要时, NSF还利用其外部建立与维护的合同

数据库
[ 14]
。

第二,中央信息系统对外开放共享, 绩效信息 /

数据可以被计划成员 ( program staff)、第三方评价者

( th ird party eva luators)和其它外部委员会获得。根

据∀信息公开法 #, NSF对有关的信息进行公开, 接

受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和问责。开放共享在客观上促

使 NSF注重绩效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动态管理, 也促

使绩效信息的格式得以规范。按照广义的问责概

念, 透明也是问责的一个维度
[ 15]

, 因而信息共享也

是实现问责的一个重要途径。

第三, NSF的绩效评估由相对独立的环节组成,

彼此衔接形成了一套绩效评估流程, 如下图所示。

NSF需要按照 GPRA、PMA的要求和使用 OMB的

PART对其项目资助与管理情况进行绩效评估, 参

与绩效评估的问责主体和行为方式多种多样。

GPRA、PART和 PMA所评估的要点也不同, 但基本

都采取了依靠外部专家进行评估的方式。NSF的职

能相对单一,所面对的显在问责主体是科学家群体

或科学共同体,这能够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外部

专家总是在绩效评估与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后, 中央信息系统存储的海量数据大部分并

没有用于绩效报告,而是采取了非概率抽样的方式

获取数据信息。NSF从 2006年总共约 22000个项

目中非随机抽取了 900个左右的项目, 作为绩效报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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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主要信息来源。即使是在电子化程度较高的情

况下, 这种方式也能够降低绩效报告的信息成本。

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绩效信息的局限性。NSF承

认, 非概率抽样会使绩效报告的客观性降低
[ 16]
。

图 1 NSF的绩效评估流程

2. 2 2007年绩效报告分析

2007年 NSF并未在官方网站发布正式的绩效

报告,相关绩效信息集中反映在 ∀2007财年向国会
递交预算要求中的绩效报告 #之中。除此以外, NSF

还发布了∀2007财年绩效亮点报告 #、∀2007财年年

度财务报告 #、∀2007财年外部评价目录 ( FY 2007

Table o f External Evaluation ) #和 ∀2007财年年度

PART绩效目标结果 ( FY 2007 Annua l PART Per

fo rmance Goal Results) #。∀2007财年向国会递交预
算要求中的绩效报告 #分为  研发资助标准 !、 战略

框架!、 NSF绩效评估过程 !和  2007财年绩效结

果概述 !四部分, 关于 NSF绩效评估过程与结果的

信息主要反映在后两部分。

与上一财年相比,尽管 2007年度的报告在定位

和结构上存在一些变化,然而其绩效评估流程、框架

与 2006财年基本相同。重要的差异表现在战略产

出目标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思想、工具、人才和组织

卓越转变为发现、学习、研究基础设施和管理 ( Stew

ardsh ip)。战略产出目标的变化反映出 NSF对其战

略定位的重新认识, 拓展了 NSF绩效的外延。其

中,战略产出目标中的  管理 !被分解为及时决策、

大型设施管理、同行评议、结题后监测、顾客服务、电

子政务、广泛参与和信息技术安全等八项年度绩效

目标, NSF 在不同财年评估特定的年度绩效目

标
[ 17]
。

2. 3 2008年绩效报告分析

2008年 NSF发布的是 ∀2008财年年度绩效报

告#,相关联的报告还包括 ∀2008财年亮点#、∀2008
财年公民报告 #、∀2008财年预算、绩效和财政概

览#、∀2008财年年度财政报告 #以及 ∀2008财年

GPRA绩效评估顾问委员会报告 #。这些报告形成
了一套报告 NSF绩效的体系, 而且彼此间在时间顺

序上有一定承继性。

其中, ∀2008财年年度绩效报告#包含的信息量

相对最大。它包含以下八个部分: NSF: 我们是谁以

及我们做什么、总体目标和具体目的、2008财年绩

效目标的结果概述、绩效评估框架、评估管理的产

出、PART评估结果概述、绩效数据和信息的类型及

来源、补充说明
[ 18]
。正如其标题是  年度绩效报

告!,这份报告没有对 NSF的财政情况进行论述, 而

将重点放在了绩效方面, 另有专题的财政报告。与

∀2006财年绩效与问责报告#相比,这份报告的结构

有明显的变化,每一部分陈述的内容更加具体,各部

分内容之间的递进关系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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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财年 NSF发布的报告

发布时间 报告名称

2009- 2- 27 2008财年亮点 (NSF FY 2008 H igh ligh ts)

2009- 1- 15 2008财年公民报告 ( FY 2008 C it izen s∃ Report: FY 2008 Summ ary of Perform ance and FinancialResu lts)

2009- 1- 15 2008财年年度绩效报告 ( FY 2008Annual Performance R eport)

2008- 12- 15 2008财年预算、绩效和财政概览 ( FY 2008 Budget, Perform ance, and F inancial Snapshot)

2008- 11- 17 2008财年年度财政报告 ( FY 2008 Annual Fin ancial Report: Advancing D iscovery, Innovat ion, & Educat ion)

2008- 8- 12 2008财年 GPRA绩效评估顾问委员会报告 ( AC /GPA FY 2008 Report)

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的这份报告不再将  绩
效评估过程 !作为一级标题。同时, 这份报告还特

别突出了  绩效评估框架 !。尽管从其二级标题和

具体内容看,与以往的报告仍有较多的相似性,但从

 过程!到  框架!的变化预示出 2008年的绩效报告

更加注重绩效评估的方法论,而不再按照流程平铺

直叙。其绩效评估框架由三部分内容构成, 首先阐

述了 NSF的长期战略产出目标 (发现、学习和研究

基础设施 ) , 接着说明由 20人组成的外部评议小

组 GPRA绩效评估顾问委员会依据特定的评估

准则或绩效指标评价 NSF的资助项目,从而完成对

NSF战略产出目标的独立评估, 最后由顾问委员会

和外部专家委员会对项目管理和产出的评估和建

议。它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评估方法, 如图 2所

示。

图 2 NSF的绩效评估框架

NSF的第四项战略产出目标是管理,在绩效报

告中也专门对管理的产出进行了评估。除按照

GPRA进行的绩效评估以外, NSF还在 2008财年的

绩效报告中也像前两年一样, 对 PART评估结果概

述、绩效数据和信息的类型及来源 (包括数据 /信息

局限性、数据核查和确认 )也进行了呈现。

3 NSF绩效报告的叙事比较

NSF绩效报告反映的主要内容是 NSF及其资

助项目的绩效评估过程和结果, 对 NSF 2006 ~ 2008

连续三年绩效报告的回顾, 能够从中观察到 NSF绩

效评估及结果呈现方式的变化。从  绩效故事 !的

角度理解,绩效报告是叙事者凭借经验进行的策略

性的、有选择性的再呈现
[ 19]

, 不同的叙事方式可能

导致不同的呈现效果。具体地, 可以从绩效报告的

名称、绩效评估的框架、战略产出的目标和绩效信息

的呈现等几个方面,对三份报告进行比较,综合展示

NSF绩效报告的变化特征。

3. 1 绩效报告的名称

从直观的报告题目来看, 在 2001年以前, NSF

发布的报告中最重要的有三种, 分别是财年绩效报

告 /财年 GPRA绩效报告、财年问责报告、财年财务

长年度报告 ( FY 1997 NSF Chief F inanc ial O fficer 's

AnnualR eport)。这三类报告中, 财年绩效报告 (或

财年 GPRA绩效报告 )是按照 GPRA的要求, 对 NSF

的年度绩效进行陈述的报告, 它侧重于反映 NSF资

助与管理的实际产出与战略目标和年度目标相符合

的状况;财年问责报告侧重于对 NSF的管理和财政

情况进行检视,并针对具体的问责法案做出回应,从

而体现各利益相关者对 NSF的问责; 财年财务长年

度报告是依据美国国会 1990年财务长法案形成的

报告,重点就 NSF的财政资源使用情况向国会汇

报。

在 2002~ 2006年期间,之前单独发布的绩效报

告和问责报告被整合成为一个报告, 即财年绩效与

问责报告,这也是对 ∀2000年报告整合法案 ( Reports

C onso lidation Act of 2000) #的一个回应。除此以外,

可见的报告还有∀2003财年 GPRA绩效评估顾问委

员会报告 #与∀2006年雇员报告 ( NSF Report to Em

ployees: 2006) #。相对于 2001年以前的情况,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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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NSF对外发布的报告既呈现出将相关内容整

合的趋势,也出现了针对内部雇员的报告,问责主体

的范畴进一步扩大。而在 2008年, NSF发布的报告

呈现出系列化的特征。正如表 2所示, 该年度的报

告主要面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既有相对综合性的年

度绩效报告和年度财政报告,也有相对短小精炼的

∀2008财年亮点 #, 还发布了专门面向公众的 ∀2008

财年公民报告#。
根据对 2006~ 2008连续三年绩效报告的解读,

以及结合表 1有关报告名称的变化, 可以发现 NSF

绩效报告具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 NSF发布的报

告正式冠以  绩效报告 !之名迄今大约已经十年,在

这期间由最初的绩效报告与问责报告相分离, 再到

二者整合成为一个报告, 再到只发布一个更简明扼

要的绩效报告,绩效报告的形式日益简洁,而可问责

性并未被削弱。其次, 绩效报告是在原有年度报告

基础上的升华,从 NSF成立初期就有年度报告, 到

1991年开始以财年为单位发布年度报告, 这为后来

形成财年绩效报告奠定了基础。再次, NSF的财年

绩效报告一般是反映 NSF绩效的主要形式, 但并不

是唯一的报告,目前 NSF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

的报告体系,面向不同问责主体公开发布的报告彼

此映衬,从而反映出 NSF的整体绩效。这些特征也

预示着 NSF的绩效报告可能朝着更加简洁而且体

系化的方向发展。

3. 2 绩效评估的内容

2006~ 2008连续三年的绩效报告中最明显的

共性内容之一就是都对 NSF的绩效评估内容进行

了阐释。从评估内容看, NSF的绩效评估框架在不

断细化。在 1998年以前评估的是 NSF资助与管理

产生的  思想!,而在 1998年对  人才!和  工具 !也

开始进行评估; 在 2006年, 除了这三项战略目标以

外, NSF开始对  组织卓越 !进行评估, 其目标还细

化为特定的年度绩效指标 (如及时决策、广泛参与,

等等 ) ;到 2008年, 评估的内容转变为发现、学习、研

究基础设施和管理等四项战略目标, 而年度绩效指

标则基本沿用了以往的名称。

尽管这四项战略产出目标的名称发生了变化,

但它们都与 NSF的使命和愿景有着紧密的对应关

系, NSF在每个财年绩效报告中都会用图示表明这

种关系。

图 3 NSF绩效评估内容变化

对比 2006年和 2008年 NSF四项战略产出目标,

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 2006年的思想、人才、

工具和组织卓越基本都是名词, 而 2008年的发现、

学习、研究基础设施和管理尽管都是名词但有着更

强的动词或指示意味, 并且这四个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相对有着更大的解释空间。前三项战略目标对应

于研究单位 ( research en terprise)的核心产出, 而最

后一项则对应于 NSF的行政管理活动。以 2006年

的  思想!和 2008年的  发现 !为例, 前者被 NSF界

定为  将科学与工程的前沿发现与社会的学习、创

新和服务结合 !,后者被 NSF界定为  促进能推动知

识前沿的研究,关注最大机会和潜在收益的领域,建

立国家在基础性和可推广性科学与工程研究的全球

领导地位 !。显然, 关于  思想 !的叙述采用了  定语

+宾语!结构, 而  发现!采用了  谓语 +宾语 !结构。
这表明 NSF不仅关注结果, 而且更加关注实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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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问责范畴更为宽广。

3. 3 绩效信息的呈现

NSF建立了较为发达的中央信息系统,同时历

年的 NSF各种报告包含了大量关于其资助与管理

的信息,如何从中有效地提炼绩效信息用于绩效报

告、达到去芜存菁的效果, 是判断绩效报告质量的主

要依据之一。为达到好的效果, 就需要 NSF选择相

对最优的绩效信息呈现方式。回溯 NSF近二十年

的绩效报告,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NSF有着

不同的绩效信息呈现方式。而几乎在每一份绩效报

告中, NSF都非常强调绩效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以专门章节  数据核查与确认!来说明绩效信息的
可靠性。

在 2001年以前, NSF发布了许多相互独立的报

告,有关的信息呈现出分散的特征。从主要的年度

报告或财年年度报告来看, 其报告的目录中并没有

突出  绩效!,已执行数十年的报告制度形成了较强

的报告规范性。在 2002~ 2006年期间, 绩效报告对

NSF的各种信息进行了相对有效的整合, 各类报告

的功能逐渐改变。到 2008年, NSF开始以系列的形

式发布报告,针对不同的问责主体呈现特定形式的

信息。总的来看, NSF绩效报告呈现的信息表现出

从分散到整合的趋势。

在可读性方面, 2002~ 2006年期间财年绩效报

告的篇幅逐渐趋于稳定, 由于篇幅大多在数十页以

上,可读性并不很强。 2008年的财年年度绩效报告

则大幅度减少了篇幅, 从而增加了可读性。而且

2008年 NSF发布的报告各有特点, 照顾到了不同读

者的特点。年度绩效报告中采用了大量图表和举

例, 内容翔实; 绩效亮点中给出了许多图片和图表,

有较好的视觉冲击效果;公民报告则图文并茂,没有

采用过多的专业术语。这样能够使绩效报告的内容

为更多利益相关者所了解, 有助于形成实际的问责

机制。总的来看, NSF绩效报告的可读性有增强的

趋势。

另一方面,从 2006~ 2008连续三年的绩效报告

看, NSF愿景、使命和战略被反复强调。而战略产出

目标变化也反映出 NSF的组织文化特征。例如,

NSF在 2006年绩效报告中的  组织卓越 !被 2007年

的  管理!所替代。在英文语境中, stew ardship是一

个范畴很广的概念,包括监察 ( oversight)、管制 ( reg

ulat ion)和问责 ( accountability ), 一般 stew ardship指

代的是  掌舵者角色 ( steering Ro le) ! [ 20]
, 在中文中

常被等价于  职事管家 !。从这个角度说, NSF在绩

效报告中对自身的定位在不断具体化。作为唯一肩

负巩固美国科学和与工程的健康和活力的联邦政府

机构, NSF要支持所有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基础研究,

尽管其投资只占美国联邦政府研究与开发经费总投

入的 4%,但其提供了联邦政府支持科研机构基础

研究经费的 20%。NSF需要向纳税人负责, 扮演好

 职事管家 !的角色 这也正是  问责 !精神的体
现。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
[ 5] [ 21]

的基

础上,从以下几个维度对 2006~ 2008连续三年 NSF

绩效报告进行比较,分别是: 标题、绩效评估内容、年

度绩效指标数量、显在 /潜在目标读者、语言风格、正

文篇幅、叙述结构和系列化程度
[ 21]

, 如表 3所示。

表 3 2006~ 2008财年 NSF绩效报告的比较

标题 绩效评估内容
年度绩效

指标数量

显在 /潜在

目标读者
语言风格 正文篇幅 叙述结构 系列化程度

2006 绩效与问责报告
思想、工具、人才、组

织卓越
20

总统、OMB、

国会、GAO
正式化 95 管理 -绩效评估 -财政 中

2007 绩效报告
发现、学习、研究基

础设施、管理
22 国会、OMB 简练 25 绩效评估 (概述在后 ) 低

2008 年度绩效报告
发现、学习、研究基

础设施、管理
23

国会、OMB、

公众
简练但更丰富 12 绩效评估 (概述在前 ) 高

从表 3中可以发现, NSF的绩效报告在 2006~

2008连续三年一直发生着变化。其实, 在 NSF历史

上, 其它年度的报告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NSF有

着稳定运行的年度报告制度, 在实践中积累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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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绩效水平的经验, 并且在绩效报告方面也给人呈

现了有趣的创新。例如, NSF2006年的绩效报告体

现出相对较多的财政管理控制色彩, 面向的读者群

体主要是国家机构和官员,叙述语言较为规范,报告

正文篇幅最长;而 2008年绩效报告体现出相对较多

的公共问责色彩,叙述语言更加丰富,报告正文篇幅

最短。 2008年绩效报告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采用

多个报告组成报告体系, 能够令不同问责主体  各
取所需 !。这些使 NSF绩效报告能够成为科学基金

组织有效呈现其绩效、实施绩效问责的典范。

4 结论与启示

NSF从成立至今已有近 60年的历史,它的经历

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从成立之初起, NSF

就建立了年度报告制度,并在实践当中不断创新,尤

其在近 20年来展现出丰富的变化。从 NSF的实践

可以发现,绩效报告既是对各利益相关者的问责作

出回应,也是分析 NSF战略执行、制定未来发展规

划的一个渠道。本文在回顾 NSF绩效报告来由和

演变的基础上,撷取了近三年的 NSF绩效报告进行

叙事分析,展现出绩效报告作为绩效信息呈现手段

和绩效评估结果的诸多特征及其变化。与 NSF相

比,基金委的成立时间要晚很多, 但也已经走过了

23年的历史, 近年来更是对绩效评估给予特别关

注。对 NSF绩效报告的分析对于我国科学基金绩

效评估工作能够提供以下启示。

首先, 可以根据科学基金战略和绩效产出目标

的变化划分不同阶段,分时段评估其绩效。由于科

学基金战略和目标可能随时间发生阶段性变化,其

 绩效!的外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产生的绩效信息

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绩效评估是一个绩效信息收

集、处理、沟通、使用和反馈的过程
[ 22]

, 绩效信息的

格式变化会给绩效评估带来障碍, 现实中很难找到

完全通用的绩效评估方案来对不同时期的绩效信息

进行处理,也不需要采用一成不变的结构来呈现这

些信息。实际上, NSF的绩效报告就在历史上以年

度或财年为单位发生了多次结构和内容的变化。如

果要对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进行

历史回溯性的评估, 就必须考虑到在我国科学基金

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战略和目标发生过多次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科学基金战略和目标的阶

段划分来分时段地评估其绩效。

其次, 可以根据历史阶段划分和资助与管理信

息可获得性等特点,综合采取选择离散点进行定性

描述和选择历史截面进行定量统计的方式收集绩效

信息。在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的历史进程中, 人们

能够观察到的绩效信息是离散的。回溯性的绩效评

估需要利用这些离散的信息来反映连续的科学基金

发展历程,这在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尤其当许多

绩效信息由于人为因素或不可抗力而逸散时, 不完

备的绩效信息难以反映出科学基金资助与管理的整

个历史面貌。NSF绩效报告在当时的财年内完成,

相对而言在绩效信息收集方面遇到的阻力较小, 但

为了全面说明其绩效情况, 也采取了  点面结合!的
方式进行叙述。例如在 2006财年 NSF绩效报告

中, 既有特定时间段内定量的成果统计,也举出了许

多实例定性地说明其资助的效果。

再次,斟酌同一时段内的项目抽样方法,均衡考

虑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和成本。NSF建立强大的中央

信息系统,能够为绩效评估、绩效管理和问责提供信

息技术支持,但正如 NSF在 2006年和 2008年的绩

效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 由于采取了非概率抽样的

方式获取数据信息,其绩效报告的客观性会有所降

低。然而, 由于 NSF每年资助超过一万个项目, 在

财力、人力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只能采取非随机抽

样的方式收集绩效信息, 避免过高的成本。基金委

资助项目数量相对更多 (例如 2009年共资助 20343

项 ) ,而编制内人员不足 200名, 信息技术能力也相

对薄弱,在资助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兼顾绩效评

估的客观性和成本就成为基金委必须面对的挑战。

又次, 引用既有的评估或绩效评估档案作为绩

效报告的组成部分, 适当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估。

NSF在 2008财年绩效报告中采用了  多层次的评估

方法 !,当年 NSF除了按照 GPRA要求由顾问委员

会、外部专家委员会和 GPRA绩效评估委员会分别

对特定绩效进行评估外,还遵照总统和 OMB的政策

采用 PMA和 PART进行评估, 这些绩效评估都从不

同角度对 NSF的绩效与结果做出了评价结论, NSF

在财年绩效报告中都分别予以了呈现。这启示 NS

FC可以在未来的绩效评估制度中引入不同类型的

第三方评估,通过多项评估交叉验证说明我国科学

基金资助与管理绩效的水平。这与科学基金制采用

的同行评议具有异曲同工的特点。

最后,针对不同的读者提供特定类型的报告,提

高其可读性,进而形成系列报告。伴随着全球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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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和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公共部门所掌握的

公共资源与其所产生的绩效得到了越来越多利益相

关者的关注,使公共部门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调整发

展战略和管理行为,并适时回应利益相关者的问责。

NSFC和 NSF都属于典型的公共部门, 都需要适应

外部环境的这些变化, 进行绩效评估、发布绩效报

告、推行绩效管理等都是积极应对问责的策略。

NSF在近些年绩效报告频繁变化呈现出的特征说

明,绩效报告不再像以往的年度报告那样只是例行

公事, 它具备更现实的价值,而分别针对不同利益相

关者以适当方式提供特定的绩效信息能够增强绩效

报告的可读性, 有利于其公共责任的充分体现。因

而,绩效报告如何呈现绩效信息的问题仍有待进一

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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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rrative analysis of perform ance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reports

lessons fro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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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paperm ade a narra tive ana ly sis of Na tiona l Sc ience Foundation ( NSF ) ∃ s pe rfo rm ance repo rt in o rder to illustrate the

o rig in and h istory of pe rfo rm ance repo rting by NSF, as w ell as prov id ing recomm endations to perform ance evaluation and m anagem ent of

Na tiona l Natura l Sc ience Foundation of Ch ina ( NSFC).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has been annua l repo rt system sinceNSF w as founded,

whereas the report system w as chang ing acco rd ing to externa l environmenta l change and mu lti- accountability from stakeho lders. The a

nalysis showed that perform ance reporting by NSF tended to be lacon ic and system atic, and evalua tion focused on strategy and process

targ eted resu lts, a lso perfo rmance info rm ation integration w ould improve the perform ance ava ilab ility and public accoun tab ility. F ina lly,

w e got som e recomm endation fo rNSFC∃ s per fo rm ance evalua tion and repo rting from th is study.

K ey words: perform ance repo rt; perform ance eva luation; accountab ility; sc ience fund; nar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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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hum an capital and its composition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China: the evidence based on the 1985~ 2007 provincial panel data

ZHU Cheng- liang, YUE H ong- zh,i SH I P ing

( Schoo l o f E conom ics andM anagem ent, Northw est Un iversity, X i, an710127, China)

Abstrac t: U sing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technology based on thelogarithm ica lly Cobb - Doug las produc tion function, w e have an em pir i

ca l study on the im pact of hum an capita l and its com pos ition on techn ical effic iency in China dur ing 1985- 2007. W e find tha t, in the

composition o f human capita ,l on ly the tertiary educa ted hum an cap ital can enhance the grow th o f technical effic iency. The average

stock o f hum an cap ital as aw ho le also can enhance the g row th o f techn ica l effic iency.

K ey words: human cap ita;l hum an capita l structure; techn ica l effic iency; sto chastic frontie r analysis

%1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