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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是省委的直属机构，主要职能

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党史工作的方针、政策，制定广

东党史工作规划和计划，指导和协调全省党史资料征集、整

理、研究、编纂工作，编写广东党史和重要人物传记，编辑、

审核重要党史书刊；开展党的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宣

传教育工作，开展党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综

合利用党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组

织党史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指导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和广东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等团体活动，负责党史干部业务培训工

作，承担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省委交办的其他党史工作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18 年主要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如下：1、出版印刷《红

广角》《广东党史资料》《粤史资政》《党史研究室简报》

《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 B 系列》《中共广东组

织与中国革命》《华南抗日根据地史》《马克思主义在华南

的传播》《南粤红军》《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一卷）修

订、《李坚真传》《文献选编》（1956 年、1958 年）《文献选

编》（1950 年、1951 年）《广东党史知识读本》《广东党史工

作 大 事 记 》《 广 东 解 放 实 录 》《 广 东 历 史 大 事 记 》

（1949-1978）《陶铸主政广东文集》《中共广东历史三卷》

《广东对外开放史录》《曾生传》《纪念广州起义 90 周年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茂芝会议召开 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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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纪念广州起义 90 周年画册》、《纪念八大召开 60 周

年论文集》《纪念叶剑英 120 周年论文集》等；2、开展纪念

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纪念陶铸诞辰 110 周年、纪念改革开

放 40 周年等系列活动，出版广东改革开放实录（第 4 辑）、

执政广东纪要（2013-2017）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广东改

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第 2 辑）、广东改革开放历史要事研

究，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广东的探索和发展学术研讨

会、广东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系列成果宣传活动、广东改革开

放历史（党史）重要遗址保护利用活动启动仪式，开设“广

东改革开放历史”专家谈、专版专栏，开展“广东改革开放

历史宣讲”、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历史图片巡回展等；3、维

护贫困地区党史教育基地，开展信息化建设，举办党史学术

沙龙，组织全省党史干部培训，举办全省党史主任会议，开

展扶贫工作等。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一是通过客观、真实、准确、科学地记载、反映、宣传

中国共产党广东党组织的历史，以期用广东党组织的光辉历

程和伟大成就激励人、教育人、启迪人和警示人。 二是通

过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为党的建设和现实服务，为正在开

展的“两学一做”提供素材和历史借鉴。三是通过宣讲广东

党史，可以唤起广东广大党员干部的对党的历史的认同，反

击历史虚无主义，营造清新明朗的宣传舆论环境，回击网络

上流行的野史热，从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四是通过参与

和组织重大纪念活动，体现服务中心和大局，强化广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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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党史学习意识和人民群众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

人物的深刻记忆。 五是通过总结广东党组织的执政经验和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经验，为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深化全面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和启示。

（四）项目资金安排情况

2018 年度，财政安排资金 3087.16 万元，其中年初预算

2280.39 万元，调整预算 806.77 万元；财政资金决算支出

2739.9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159.85 万元，项目支出 577.14

万元。

二、项目自评情况及绩效表现

（一）项目自评情况及存在问题。

1.自评情况。2018 年度，我室严格按照《预算法》《会

计法》等财经规定和预算批复要求，围绕省委中心工作、中

央党史工作部署以及我室年度工作任务，在省委的正确领导

下和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的有力指导下，我室按照“一突

出、两跟进”的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科学谋划、突

出重点，合理科学编制预算，加强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力度，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了党史研究、党史资政、党史

宣教、党史队伍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的良性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室整体支出项目自评 96 分，

自评等级良好。

2.存在问题。2018年度我室预算执行率 88.23%，低于上

年度约 10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财政年末安排经费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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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形成支出，剔除该项因素，我室预算执行率为 97.61%，

与上年基本持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2018 年我室领导高度重视，通过不断加强财务管理和预

算管理工作，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较好地实现了整体支

出目标和绩效目标。

1、加强财务管理工作。一是高质量完成了预算编制工

作。严格按照省财厅预算编制要求，围绕省委中心工作和中

央党史研究室工作部署，结合我室年度工作任务，合理设置

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规范、合理、客观、科学地完成了预

算编制工作。二是较好地完成了预算执行工作。我室通过建

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及时公开预决算

信息，建立预算执行情况跟踪反馈和及时报告制度，较好地

完成了 2018 年度预算执行工作，但由于存在年底前尚未到

位的财政资金，以致当年预算执行率低于去年 10%。资产管

理方面能严格按照资产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规定进行资产

配置和管理，通过加强资产的购置、验收、入库、领用和处

置等环节管理，确保资产安全性，提高固定资产利用率。人

员管理方面，严格按照“三定方案”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没

有出现超编配置人员的情况。

2、不断提高资金效益。2018 年，我室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坚决按照省委的部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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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立足于党史工作的根本职能，突出建设“党史工作强省”

的目标，紧扣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大节点，积极开展党

史研究、宣教、资政等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主要工作及

工作亮点如下:

（1）强化党史与党建融合，厚植党史工作政治保障。

2018 年，我室着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践行“两个维护”，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习近平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到我室各项工作之

中。大力推动党史与党建工作的融合，提升党史工作者的政

治素质和党史业务能力，强化纪律教育和机关作风建设。发

挥扶贫村党支部作用，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取得扎实成效。

全年机关党建共完成了 30 项重点工作，在省直单位落实党

建工作责任考核中名列第七协作组 26 家单位的第 1 名。

（2）强化党史工作服务中心工作，增强党史部门履职

绩效。

一是坚决落实省委领导指示，在第一时间为省委主要领

导同志提供了《广东改革开放起步阶段若干重要史实辨证》

《广东改革开放重要事件简述》《习仲勋与广东改革开放先

走一步的开创》《习仲勋论改革开放》《习仲勋主政广东大

事记》《任仲夷接力推进广东改革开放》等重要史料。

二是积极协助省委组织部按时保质地完成了 2018 年中

央组织部部署的重点调研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组织路线

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广东探索与实践研究》。

三是组织骨干力量投入广东省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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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重大项目，并在“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

年展览”展览大纲、布展脚本的起草、审定和资料征集等展

陈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完成了《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

(1978—2018)》(中宣部 2018 年主题重点出版物)、《“先走

一步”的开创(1978—1984)》的编写出版。

四是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及时主动地举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展览，为全省党员干部提供了一个党

史党建教育平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支持韶关市委承担的我省重点红色文化展陈项目

“红军长征在广东纪念馆”的展陈工作，对展览大纲的编写

进行指导与审改，并协助开展其它展陈工作。

六是加强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落实省委印发的《广

东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行动实施方案》，参与红色革命

遗址修复的审核认定，推动落实 2018、2019 两年省委省政

府确定的财政专项资金近 6 亿元，支持我省各地开展红色革

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为省委组织部确定和开展 60 个红色

扶贫村建设提供了党史史料和其它材料。与省直有关单位联

合开展全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工作。

七是努力提高党史资政能力和水平。围绕服务大局，突

出精准性前瞻性权威性，结合关切热点，挖掘历史资料，深

化党史研究，撰写资政文稿，编印《粤史资政》报送省委常

委、省人大领导成员、省政府领导成员、省政协领导成员，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领导成员以及省委、省政府各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省军区政治部和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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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同志以及党史工作分管领导。同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

来省委、省政府执政情况，提供资政服务，编写出版了《执

政广东纪要(2013—2017)》。

（3）强化“党史工作强省”目标，夯实党史研究的主

体责任。

围绕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重要节点，记录好改革开放

的伟大历程，总结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启示，完成了《广东

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先走一步”的开创(1978

—1984)》《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二)》《迈进科学发

展轨道的广东实践》《执政广东纪要(2013—2017)》《广东

改革开放口述史》《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 40 周年历史图文

集》等 7 本著作编纂出版工作。其中，《广东改革开放发展

史(1978—2018)》入选中宣部 2018 年主题重点出版物，《“先

走一步”的开创（1978—1984）》是省委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部署的重点项目之一。同时，党史资料和党的文献编辑

工作有序推进。党史基础信息库建设稳步推进。

（4）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坚守党史宣教重要阵地。

一是党史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进一步落实。严格做好

党史、国史、军史、改革开放史和相关报刊、出版物、展览

内容的审核把关，广东党史网等党史主阵地不断加强防范和

反击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力度。

二是党史宣讲工作有声有色。我室班子成员承担省委重

大宣讲任务，围绕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视察广东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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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精神等主题在全省开展宣讲活动近 50 场。我室组织的广

东党史宣讲团，在全省各市县开展宣讲全年达 500 多场。

三是学术研讨和党史纪念活动有序开展。积极开展纪念

陶铸诞辰 110 周年活动，在《羊城晚报》《南方》杂志上开

设专栏，刊登纪念文章；协同河源市委开展纪念阮啸仙诞辰

120 周年活动；与梅州市联合举办三河坝战役精神及中央红

色交通线研讨活动；指导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召开庆

祝成立 30 周年座谈会。

（5）强化“大党史”格局，搭建社会党史力量引领平

台。

组织完成 2018 年度省社科规划党史特别委托课题 11项

的申报评审立项，设立并实施“广东党史研究规划课题项目”

及“广东党史研究重大课题特别委托项目”，引领和团结省

内外研究院校党史专家和全省党史系统的力量，整合学术研

究资源和力量。我室主编的《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进一步

推进规范化、学术化，办刊水平得到跨跃性提升，目前已经

成为全国性党史、国史、军史研究者的重要学术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