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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托单位是科学基金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实施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基础

和保障.本文基于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总体情况分析,抽样选取２０４家依托单位

为研究对象,从项目申报、项目执行、项目结题与验收、成果管理与追踪等方面对２０１７年度依托单

位科学基金管理绩效进行分析.研究表明:(１)依托单位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申报管理,管理措施较

为丰富,但申报质量还需提升;(２)科学基金实施阶段管理相对薄弱,过程管理有待加强;(３)全生

命周期管理意识初步树立,结题与成果管理仍需完善,管理经验有待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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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

原始创新和科技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以下简称“依托单位”)

是科学基金良好有序运行的中枢,是保障科学基金

项目有效组织和实施的基石,在科学基金工作中发

挥着管理、服务和监督的职能,是科学基金申请者、

获资助者和评审者等科研人员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之间重要的桥梁和纽带[１].

近年来随着科学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依托单

位覆盖面逐步加大,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的重要

性日趋突显[２].２００４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培养一支高

水平高素质科学基金管理团队.两年后,依托单位

开始以独立主体的身份存在于科学基金管理体系当

中.２００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颁布实施,规定了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管理

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及应尽的义务,从法律层面对其

科学基金管理职责和行为作出了规定[３].同年,基

金委又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项目

管理工作的意见»[４],正式确立了依托单位的独立

主体地位和在科学基金管理中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４
年,基金委颁布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基金

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

办法»)[５],进一步强调了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项目

管理中的职责,以规范和加强依托单位的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保障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益.
科学基金事业经过３１年的发展,从设立之初的

经费总额８０００万元,资助项目３４７９项,发展到

２０１７年经费总额２５２．９５亿元,获批项目４４１０５项

(经费增长约３１６倍,项目资助数增长超过１２倍),
资助项目数和资助金额的迅猛增长,无疑给依托单

位及依托单位的基金管理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成效如何? 如何更好地

发挥依托单位的职能和作用? 等等,这些都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结合依托单位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实践,分析目前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绩

效,为依托单位今后的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提供一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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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总

体情况分析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底,共有２９４２家单位被批准成

为依托单位.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

的依托单位共１５５８家,较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４家,增幅

０．９１％;获资助项目４４１０５项,较２０１６年增加２８２２
项,增幅６．８４％;获资助金额为２５２．９５１６亿元,与

２０１６年相比增幅１１．４０％.总体来看,２０１７年度依

托单位获资助情况呈上升趋势.

１．１　按省域统计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概况

表１为我国各省市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

的依托单位指标统计,包括各省市获资助的依托单

位数、项目申请数、项目资助数、资助率、获资助金额

及金额占比.同时,依据各省市获资助的依托单位

数及获资助金额,对不同省市依托单位平均资助金

额进行了统计(具体见图１).

表１　２０１７年度各省市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序号 省份/自治区 依托单位数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资助率 获资助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１ 北京 ３１２ ２５０９５ ７０６４ ２８．１５％ ５５９２０１ ２２．１１％

２ 广东 １２０ １４８６４ ３４６５ ２３．３１％ １９７１８９ ７．８０％

３ 江苏 ９０ １８４０４ ４２７９ ２３．２５％ ２２２０６８ ８．７８％

４ 上海 ８３ １６９０２ ４１５６ ２４．５９％ ２７５６２９ １０．９０％

５ 山东 ６７ １０１１０ １９６９ １９．４８％ ９５６３８ ３．７８％

６ 湖北 ６５ １１１１５ ２６１０ ２３．４８％ １５１３２４ ５．９８％

７ 四川 ５９ ８１２７ １５８４ １９．４９％ ７９５１７ ３．１４％

８ 浙江 ５９ ９０６６ ２０３８ ２２．４８％ １０７３４６ ４．２４％

９ 河南 ５６ ７２１５ １００７ １３．９６％ ３８９８８ １．５４％

１０ 陕西 ５６ ９６１３ ２１３９ ２２．２５％ １１４８０１ ４．５４％

１１ 辽宁 ５５ ７０８０ １４２３ ２０．１０％ ７７１５３ ３．０５％

１２ 天津 ４５ ４８４９ １０９０ ２２．４８％ ５９５３６ ２．３５％

１３ 河北 ４１ ２３２７ ３５８ １５．３８％ １４３１３ ０．５７％

１４ 湖南 ３９ ５８６０ １３１５ ２２．４４％ ６１７９２ ２．４４％

１５ 云南 ３８ ４２３３ ８０９ １９．１１％ ３７００９ １．４６％

１６ 广西 ３６ ３１８１ ５６８ １７．８６％ ２０７２７ ０．８２％

１７ 江西 ３６ ４４１６ ８７２ １９．７５％ ３４３９３ １．３６％

１８ 安徽 ３３ ５０２５ １１０５ ２１．９９％ ７５１８７ ２．９７％

１９ 甘肃 ３３ ３１７１ ６８９ ２１．７３％ ３５３９５ １．４０％

２０ 福建 ２８ ４１３８ ９２４ ２２．３３％ ４９５４７ １．９６％

２１ 吉林 ２７ ３６７４ ７９８ ２１．７２％ ５２２２４ ２．０６％

２２ 黑龙江 ２６ ４６３７ ９０８ １９．５８％ ４７７１５ １．８９％

２３ 新疆 ２６ ２６３５ ４６７ １７．７２％ １９９０２ ０．７９％

２４ 重庆 ２４ ４２８７ ８９３ ２０．８３％ ４１１５０ １．６３％

２５ 贵州 ２３ ２３４１ ４２７ １８．２４％ １５９３６ ０．６３％

２６ 内蒙古 ２２ １８１５ ２９６ １６．３１％ １１００４ ０．４４％

２７ 山西 ２０ ２３８５ ３９２ １６．４４％ １７３６５ ０．６９％

２８ 海南 １６ ９４９ １９２ ２０．２３％ ７２９６ ０．２９％

２９ 青海 １２ ４３９ ７６ １７．３１％ ３４５３ ０．１４％

３０ 宁夏 ７ ８８７ １６３ １８．３８％ ５７２７ ０．２３％

３１ 西藏 ４ ８２ ２９ ３５．３７％ ９９５ ０．０４％
总计 １５５８ １９８９２２ ４４１０５ ２２．１７％ ２５２９５１６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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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７年度各省市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资助金额统计

　　根据表１和图１,２０１７年度各省市获科学基金

资助的依托单位及项目资助情况差距较大,呈不均

衡分布.其中获资助的依托单位数、获资助项目及

获资助金额均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市,分别为３１２家、

７０６４项及５．５９亿元,占总资助金额的１/５以上;北

京、广东、江苏、上海四省的项目资助数及资助金额

占全国总数的近５０％,而海南、青海、宁夏、西藏四

省的总资助项目数占全国总资助项目数的１．０４％,

而获资助金额占全国总资助金额的占比不足１％.

同时,从图１可以看出,按依托单位平均获资助

金额(获资助金额/获资助依托单位数)来看,最

多的地区是上海,为３３２０．８３万元/所,其次是江

苏、湖北、安徽等地,而获资助的依托单位数及获

资助金额均远高于其他省份的北京市,其平均获

资助金额只处于中间位置(１７９２．３１万元/所),

仅是上海的１/２.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从事基础研

究的力量的分布不均衡及依托单位基金管理水

平有所差别.

１．２　按单位性质统计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

概况

　　按单位性质,依托单位分为“高等院校”、“研究

机构”、“其他”三类.其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

的依托单位资助情况见表２.

如表２所示,不同类型依托单位２０１７年度获科

学基金资助情况差距明显,其中获科学基金资助最

多的为高等院校,共资助 ７２４ 所,资助项目数为

３６２２１项,资助金额约为１９９亿元,占总资助金额的

７８．７１％.其次为研究机构,共资助６５４所,资助项

目数为７１６９项,资助金额约为５０亿元,占总资助金

额的２０．００％.其他获资助依托单位数共１８０所,

获资助项数为７１５项,资助金额约３亿元,仅占总资

助金额的１．２９％.总体上,高等院校的获资助金额

远高于研究机构和其他两类依托单位.但从资助率

来看,资助率最高的是研究机构,达２５．９３％,高于

全国平均资助率水平(２２．１７％),而高等院校和其他

两类依托单位资助率均低于全国平均资助率水平,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研究机构在科学基金资助中的重

要地位.

１．３　按资助金额排名统计获科学基金资助前２０名

依托单位概况

　　表３为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排名前２０的

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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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年度按单位性质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依托单

位性质

依托单

位数

申请

项数

资助

项数
资助率

获资助金

额(万元)
金额

占比

高等院校 ７２４ １６７１２４ ３６２２１ ２１．６７％ １９９０８５２．４７ ７８．７１％

研究机构 ６５４ ２７６５１ ７１６９ ２５．９３％ ５０５９４４．１ ２０．００％

其他 １８０ ４１４７ ７１５ １７．２４％ ３２７１９．６８６１８ １．２９％

总计 １５５８ １９８９２２ ４４１０５ ２２．１７％ ２５２９５１６．２５６ １００．００％

表３　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排名前２０的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排名 依托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申请项目数 获资助项目数 获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总计

１ 清华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７７２ ６３０ ７６０５９．００ ３．０１％
２ 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院校 ４０７８ １１０４ ６５６１０．０１ ２．５９％
３ 浙江大学 高等院校 ３２８３ ８４５ ５４６６５．０３ ２．１６％
４ 北京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８８９ ６０７ ５４４７６．５０ ２．１５％
５ 复旦大学 高等院校 ２６８９ ７０６ ５１７５９．３３ ２．０４％
６ 中山大学 高等院校 ３２０７ ８７３ ５０１４２．３１ １．９８％
７ 华中科技大学 高等院校 ２９７７ ７５３ ４６６３５．７０ １．８４％
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高等院校 ９７１ ４３０ ４４０２９．８０ １．７４％
９ 武汉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７５６ ４６１ ３５０８３．１７ １．３９％
１０ 华南理工大学 高等院校 ８８１ ２５２ ３４３８７．８３ １．３６％

２０．２６％

１１ 西安交通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８６９ ５０６ ３４２１５．２９ １．３５％
１２ 同济大学 高等院校 ２２９０ ５３１ ３４０３４．５３ １．３５％
１３ 南京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３９２ ４２０ ３３８７５．８７ １．３４％

１４
中国科学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
研究机构 ４２５ １６４ ３２７５９．００ １．３０％

１５ 山东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９８５ ４７３ ２５４８５．１６ １．０１％
１６ 北京理工大学 高等院校 ６５２ ２０８ ２４２４４．７０ ０．９６％
１７ 厦门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０７６ ３１５ ２３７１６．７９ ０．９４％
１８ 天津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０１１ ３４５ ２３４０７．７０ ０．９３％
１９ 四川大学 高等院校 １８９８ ４６５ ２３２４８．３０ ０．９２％
２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院校 ８５０ ２７０ ２２８７２．５９ ０．９０％

１１％

总计 — — ３６９５１ １０３５８ ７９０７０９ ３１．２６％ ３１．２６％

　　根据表３,获科学基金资助的前２０家依托单位

仅占总依托单位数的１％左右,但其所获资助金额

却占到总资助金额的３１．２６％,仅前１０所依托单位

获资助金额就占到总资助金额的１/５,这体现了目

前各依托单位的科学基金管理水平及其自身的科研

水平差距较大,呈现极不均衡状态.按依托单位性

质来看,获科学基金资助金额排名前２０的依托单位

中,高等院校有１９家,研究机构仅为１家,且排在前

１０的依托单位均为高等院校.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

金资助金额最多的是清华大学,获资助金额约为７．６
亿元,获资助项目数为６３０项,占比达３．０１％,其次

为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双一流”院校,这也反映了高水平院校的科研能力

及科学基金管理水平.

２　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基本情况分析

«条例»[６]第九条对依托单位项目管理职责进行

了明确规定,即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资助管理工作

中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二)审核申请人或者项目负责人所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三)提供基金资助项目实施的条

件,保障项目负责人和参与者实施基金资助项目的

时间;(四)跟踪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监督基金资

助经费的使用;(五)配合基金管理机构对基金资助

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的

«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重申了«条例»第九条

对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职责的规定,提出了更为

详细的要求,并增加了建立依托单位信用记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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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分级管理等内容.
本研究在对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

单位总体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抽样选取２０４家依托

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与依托单位年

度管理报告调研相结合,对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

情况进行分析.表４列出了被调查样本的总体情

况,包括依托单位所在地区、单位性质、获资助项目

数、获资助金额等.根据表４,就地区分布而言,占
比最大的是东部地区,为５５．３９％,中部和西部分别

为２３．０４％和２１．５７％.按单位性质来看,最多的为

高等院校,占比８３．８２％,研究机构和其他分别为

１５．６８％、０．５％.就获资助项数而言,６０—１００项和

１０１—５００项 的 依 托 单 位 占 比 较 多,为 总 样 本 的

３６．７６％ 和 ４２．１５％.按 获 资 助 金 额 来 看,３０００
万—２００００ 万 的 依 托 单 位 数 量 最 多,占 比 为

６６．６７％.本文通过分层抽样进行调研,使得样本具

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４　样本信息统计

分类
依托单位

信息

依托单位

数量
百分比/％

所在地区

东部 １１３ ５５．３９
中部 ４７ ２３．０４
西部 ４４ ２１．５７

单位性质

高等院校 １７１ ８３．８２
研究机构 ３２ １５．６８

其他 １ ０．５

获资助项数

＜６０项 ３４ １６．６７
６０．６７项 ７５ ３６．７６

１０１—５００项 ８６ ４２．１５
＞５００项 ９ ４．４２

获资助金额

＜３０００万元 ４６ ２２．５５
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０万元 １３６ ６６．６７

＞２００００万元 ２２ １０．７８

２．１　申报管理阶段

基金项目的申报管理作为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

理工作的首要环节,是科学基金项目后续过程能否

顺利实施的基础和关键.通过对２０４家依托单位的

调研了解到,在科学基金申请阶段,依托单位高度重

视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通过申报动员、培训指导、
多级审查及激励机制等多种措施和方式进行项目申

报管理.
(１)申报动员方面.调研发现,依托单位每年

均召开科学基金申报动员大会,向科研人员传达科

学基金最新申报政策、新变化、注意事项,向科研人

员介绍科学基金的类别、申报程序和要求,同时部分

依托单位也要求各二级单位必须召开科学基金申请

与总结动员大会,宣传和部署工作.此外,一些依托

单位还采取了较为特色的动员方式,如中国科学院

云南天文台通过列清单的方式,在申请科学基金前,
将单位每位科研人员目前承担的基金项目数以及还

能申请的基金项目数进行统计,逐一列出清单并发

给相应负责人,准确动员每一位科研人员积极申请

科学基金项目.
(２)培训指导方面.９０％以上的依托单位会邀

请校内外、国内外等专家学者对项目申请人进行培

训和指导,以期提升申报质量.如新疆医科大学,统
筹全校申报资源,积极动员申请科学基金.每年七

月份分层次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校级专家和院级

专家,在校级层面、学院及医院进行科学基金的申报

经验、技巧讲座近５０次,从思路、方法、内容上进行

辅导.并通过外送审稿、修改后再审,指导与帮助学

校科研人员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质

量.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在科学基金

项目申请过程中将权力下放到科室,每年有一定金

额的科室主任基金,用于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过程中

的专家评审和讲座组织等经费支持.
(３)形式审查方面.依托单位采取多级审核方

式,进行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通过调研了解

到,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南昌大学等

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项目形式审查方面建立了多层

级的形式审查体系,确保项目申请书格式符合要求,
以降低项目初审的不合格率.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

建立了三级形式审查制度,首先是申请人进行自查,
为此学校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制定了相应的«基金项

目申报形式审查表»,方便申请人对申请资格、是否

超项、基本信息、预算、正文等内容进行逐项审核.
其次,由科研处项目主管对上交的申请书和自查表

进行二次审核.在此基础上,科研处负责人再进行

相应比例抽查.
(４)激励机制方面.实地调研了解到,近２/３

的依托单位都在不同程度上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措

施,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学基金申报.如云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新疆医科大学、东北师范大

学等依托单位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从学校、学院、个
人、项目等多个层面给予科研人员相应的资金激励,
以调动科研人员科学基金申报的积极性,提高科学

基金申报率.

２．２　过程管理阶段

基金项目管理贯穿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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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阶段是保障项目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项目生

命周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通过调研了解到,
在科学基金过程管理阶段,依托单位从制度制定、经
费使用、中期检查、工作机制与措施方面实施过程

管理.
(１)制度制定方面.调研发现,９０％以上的依

托单位能够根据科学基金的各项管理规定,并依据

本单位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修订本单位的基金项

目管理制度,对项目申报、实施与监督、结题与成果

转化等作出明文规定,使依托单位科研项目管理工

作做到“有法可依”.如武汉理工大学出台了«武汉

理工大学纵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校科字〔２０１７〕１
号)等一系列科研管理文件,强化学校对科研经费管

理的主体责任,健全各职能部门协同管理监督机制.
(２)经费使用方面.２０１３年制定«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将科学基金经费分

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并于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间

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

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用于补偿

依托单位为了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

屋,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以及绩效支出

等.[７]依托单位根据文件规定,积极制定本单位相应

的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但是通过调研,不少一线

科研工作者表示,由于依托单位对新文件的管理宣

传和指导不到位,他们对于经费使用尤其是间接经

费的使用仍处于不清楚、不确定、模糊的状态.
(３)中期检查方面.通过调研,部分依托单位

提到他们会采取不定期检查、中期检查、年度检查等

方式加强科学基金项目过程管理,以确保项目按计

划顺利实施.如华中农业大学要求所有学院通过

PPT的形式进行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的

汇报,以此来检查基金项目的进度;南昌大学组织同

行专家每年对部分在研基金项目进行集中审查,并
要求填写«在研基金执行情况报告表»,使得对基金

项目的过程管理更加科学合理.中科院新疆生地所

运用中国科学院统一的项目管理 ARP系统,在项目

管理、监督和服务上为其保驾护航,并采用中期检查

和年底检查会议相结合方式进行管理和监督.这些

都为推动项目的按时完成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４)工作机制与措施方面.为了提高科学基金

管理效率,依托单位也在不断地探索有效的工作机

制和措施.如东北师范大学的科技处和财务处联合

成立了科研经费管理科,中山大学成立了科学研究

院.云南大学则创新管理模式,实行项目分类集中

管理,构建了“３＋２”模式,即“基础研究科”、“重大项

目与平台建设科”、“综合办公室”三个科室加“项目

管理中心”、“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两个中心,对项目

实行分类管理,使得各类项目的管理更加有针对性.
武汉理工大学通过建设科研管理信息系统和财务综

合服务系统,搭建了科研管理部门、财务管理部门、
学院(中心、所)等教学科研单位、项目负责人共享的

信息平台,实现了科研项目立项、经费到款、科研工

作量分解、财务报账等信息分享和网上办理功能.

２．３　结题与成果管理阶段

科学基金项目结题与成果管理是依托单位科学

基金管理链条最后一个环节,也是科学基金项目研

究成果与依托单位管理成效的直接体现.通过调

研,在这一阶段,依托单位主要通过结题检查、结题

档案管理、成果产出与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对基金项

目进行管理.
(１)结题检查方面.通过调研了解到,依托单

位会通过预评估的方式进行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题管

理.如云南师范大学建立了科研处—学院—科技人

员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认真督促、严格审核年度进

展报告,并在项目结题前６个月对结题项目进行预

评估,以此来保证项目按期结题.但更多的依托单

位则是通过发布结题通知,提醒项目负责人项目结

题事项的方式来进行项目结题管理.依托单位的结

题率相对较高,多数依托单位的项目结题完成率均

在９９％以上,其中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南昌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依托单位的项目结题

完成率达到１００％,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等依托单位的项目结题完成率均在９９．７％以上.
(２)结题档案管理方面.结题档案的管理也是

科学基金项目结题管理的一部分.通过对２０４家依

托单位调研,部分依托单位针对科研项目档案立卷

归档制定了专门的档案管理制度,将项目档案统一

修订并汇编成册,部分依托单位制定了档案管理措

施,但多数依托单位没有提到制定档案管理相关

文件.
(３)成果产出与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科学基金

项目成果主要包括经过科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与专

著、报告、软件、标准、授权的专利、数据库、标本库

及科研仪器设备等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产出.[８]通过

调研了解到,有依托单位出台了科学基金项目研究

成果管理办法,进行项目成果管理.如南昌大学对

结题项目进行结题后的成果调查,要求负责人填写

«结题基金项目信息统计表»,对其项目所获成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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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计与管理.但也有依托单位表示,在研究成果

产出方面他们的管理还有所欠缺,对项目的成果产

出缺少有效的统计分析,存在结题报告填写不规范、
所列出的成果与基金课题无关、成果产出少等问题.
在成果转移转化方面,一些依托单位的做法还是有

很大借鉴意义的.如延边大学建立了项目成果档案

制度,积极做好项目成果提交和报告工作,密切跟踪

和挖掘现有项目产生的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快速实

现产业化,全面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出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态与地理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和实

施细则»,对成果标注、保密审核、知识产权、成果

保存、成果宣传及开放共享进行有效管理.云南大

学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出台相关科技成果转化

资金管理办法,更好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

区发展.

３　对依托单位基金管理工作的分析评价

３．１　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申报管理,管理措施较为

丰富

　　依据«条例»第九条,在科学基金申报阶段,依托

单位具有组织相应科研人员进行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和审核项目申请人相应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

规性的职责.２０１５年实施的«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

理办法»重申了«条例»第九条对依托单位科学基金

管理职责的规定,其中第十二条对科学基金申报管

理工作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要求,更加注重和强调了

申请人的申请条件和资格,以及依托单位对项目指

南、相关政策等的宣传和对申请人提供的咨询和

指导.
通过对２０４家依托单位调研发现,在项目申报

阶段,依托单位高度重视科学基金项目申报,严格按

照«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履行依托单位科学

基金管理职责,采取申报动员会、专家指导、形式审

查、资金拉动等多种措施和方式调动科研人员项目

申报积极性,帮助单位申请人按时间、按要求提交高

质量申请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申报动员、激
励机制等,依托单位项目申报数量明显提高.如中

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２０１７年项目申请数为１０２项,
首次突破百项,比２０１６年同期增加２１项,增幅２５．
９３％.专家指导与形式审查相结合,依托单位科学

基金申报质量逐步提升.如中国科学院新疆与生态

研究所,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６年期间,其科学基金项目年

平均申报数在１０８项左右,平均资助３３．８项,平均

资助率达到３１．４％.
但是,也有少部分依托单位反映,在科学基金申

报阶段他们仍需细化和加强.如部分依托单位在年

度管理报告中指出,虽然其单位申报数量较上一年

度有所增长,但申请书整体质量需进一步提高.同

时,对于依托单位申报阶段采取的资金奖励措施,在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是也会产

生科研人员为了奖励而写本子报项目的现象发生,
从而造成申请书数量极速上涨而质量却大打折扣的

后果,这同时也增加了评审者的工作量和成本.因

此,依托单位在申报阶段下一步的重点便是要更加

注重申报质量,强化措施实施效果,真正提升依托单

位科研水平和能力.

３．２　科学基金实施阶段管理相对薄弱,过程管理有

待加强

　　依据«条例»第九条,在科学基金过程管理阶段,
依托单位需要对基金资助项目的执行过程和经费使

用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要积极配合和帮助基

金委更好地检查、管理和监督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

进展和效果.同时«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依托单位应当按要求审查项目计划报

告、项目进展报告等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

规性.
通过实地调研和对依托单位年度管理报告统计

分析发现,依托单位的基金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正

在逐步完善;间接经费管理办法的制定与修订仍在

不断探索阶段;阶段性检查更多是以保障项目按期

完成为目标.总体上来看依托单位的基金管理工作

不断深入、管理链条逐渐完整,管理形式正在向“全
生命周期管理”转变.

但是,依托单位中“重申报,轻过程”的现象仍然

普遍存在.如辽宁某依托单位,其在年度管理报告

中就指出了注重申请、不注重进展和总结报告填写

的情况,主要表现在进展报告和总结报告填写不规

范、所列出的阶段化成果和最终成果与基金课题无

关,导致了成果产出少、质量差等问题.其他地区一

些依托单位也存在同样现象,“重申报,轻实施”,虽
然项目申报质量得到提升,在研项目数量持续增加,
但是项目执行情况不理想、总体完成质量不高.同

时,在调研时也发现存在不少项目被终止或撤销的

现象,其中,根据调研,上海某依托单位被终止和撤

销项目数为９项、涉及金额为４７８万元,在２０４家依

托单位中排在首位.通过分析发现,依托单位存在

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主要原因是项目负责人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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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科学技术人员,而依托单位没有及时提出

变更项目负责人,使项目最终被停止资助.所以,依
托单位在过程管理阶段下一步的重点还需加大管理

力度,转变“重申报,轻过程”管理理念,真正重视和

强化过程管理,提升项目完成质量.

３．３　初步树立全生命周期管理意识,结题与成果管

理仍需完善

　　根据«条例»、«依托单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５,６,９],依托单位在科学基金结题与成果管

理阶段的主要职责是“(一)查看基金资助项目实施

情况的原始记录,对结题报告进行审核,建立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档案,项目结题后及时归档;(二)自基

金资助项目资助期满之日起６０日内,依托单位向科

学基金管理机构提交项目负责人的项目结题报告,
基金资助项目取得研究成果的,应当同时提交研究

成果报告;(三)对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形成的成

果建立相应的成果档案制度,做好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结题后的成果跟踪管理,采取措施促进成果的使

用、转化、共享和传播,提升项目成果的社会影响与

经济效益”.
通过梳理和分析调研资料,多数依托单位能够

做到按照上述条例和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要求项

目负责人认真填报结题项目成果,对结题工作较为

重视.依托单位能够在规定期限内向自然科学基金

委提交项目结题报告和研究成果报告,且依托单位

的项目结题完成率、按时提交结题报告比率均在

９８％以上.总体来看,依托单位也在逐渐重视基金

项目的结题和成果管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

了相关规章制度,多数依托单位也初步树立了基金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意识,加强了对项目的结题与

成果管理.
但是,在该阶段仍有一些问题亟待依托单位解

决.如结余经费问题,通过调研了解到,５０％以上

的依托单位在结题时都出现项目经费结余现象,且
经费执行率在７０％以下的项目占比在３０％左右.
另外,调研中只有近１５％的依托单位提到了制定

档案管理制度,多数依托单位成果产出及成果转移

转化数量较少.如北京大学在２０１６年度可推广成

果项数为５５,已推广成果项数只为１２;广州某医药

类大学表示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应用到中医药产业

方面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依托单位在结

题与成果管理阶段的管理仍需完善,管理经验有待

丰富.

４　讨　论

依托单位是科学基金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通过对２０１７年度获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

总体情况分析的基础上,抽样选取２０４家依托单位

作为研究对象,从项目申报、项目执行、项目结题与

验收、成果管理与追踪等方面对２０１７年度依托单位

科学基金管理绩效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依托单

位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申报管理,管理措施较为丰富,
但申报质量还需提升;② 科学基金实施阶段管理相

对薄弱,过程管理有待加强;③ 全生命周期管理意

识初步树立,结题与成果管理仍需完善,管理经验有

待丰富.通过前文的研究结果,本文对依托单位科

学基金管理方面提出以下建议,以更好的发挥依托

单位的作用.
(１)明确科学基金管理工作重要性,优化依托

单位内部管理体系.依托单位必须明确其在科学基

金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不断优化和完善

自身的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团队建设,强化二级

单位管理职责,打造服务精细化.同时,依托单位还

需正确认识激励措施,合理构建激励机制,精细化管

理与合理激励相结合,真正发挥好自然科学基金委

与科研工作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２)树立“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提高科学基

金项目完成质量.依托单位应当强化其在科学基金

项目管理中的定位和职能管理,充分发挥依托单位

在科学基金项目组织申请、实施、结题、成果跟踪等

环节的管理、监督、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改变其“重立

项、轻过程”的管理理念,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
注重项目执行进展与年度检查,真正以提高科学基

金项目完成质量为目标,强化科学基金过程管理.
(３)加强制度办法的宣传与指导,规范科学基

金经费使用.科研经费管理是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

理中一项重要的环节,对科研经费的充分利用、合计

规划和实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在经费方面

存在预算不合理,执行率偏低,经费结余现象明显等

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依托单位对相关制度和管

理办法宣传指导不到位,使得科研人员对经费使用、
经费报销等问题把握不清.因此,依托单位需要加

强相关制度和管理办法的宣传和指导,包括对项目

预算的指导,以保证科研人员对资金的使用有较为

清楚的理解.同时,针对结余经费问题,依托单位也

应制定相应管理机制,规范结余经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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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严格项目产出成果管理,助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应该得到科技

界,甚至全社会的共享.然而,作为后期管理阶段核

心的成果管理还非常薄弱,尚远不能满足上述要

求[７].因此,依托单位必须严格项目产出成果管理,
为科学基金管理做好最后一环工作.同时,成果的

转移与转化也在逐步重视起来,依托单位应积极在

资金、环境条件等方面做出相应支持,助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带动国家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发展.

致谢　本研究受科技部评估中心项目(ZS２０１７００１２)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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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regulationandeffectanalysisofsciencefundprojectsupportingunits:
basedonsupportingunitperformanceevaluationreportin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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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supportingunitisanimportantpartofthescientificfundmanagementsystemandisthebaＧ
sisandguaranteefortheorganizationandimplementationofscientificfundmanagement．BasedontheanalＧ
ysisoftheoverallsituationofthesupportingunitsfundedbyNSFCin２０１７,weselected２０４sampleunits
astheresearchobject,andanalyzethemanagementperformanceoftheRelyingUnitScienceFundin２０１７
fromtheaspectsofprojectdeclaration,projectimplementation,projectconclusionandacceptance,results
managementandtracking．OurresultsshowthatthesupportingunitattachesgreatimportancetotheappliＧ
cationmanagementofscientificfund,andthemanagementmeasuresarerelativelyabundant,buttheappliＧ
cationqualityneedstobeimproved．WethinkthatthewholelifecyclemanagementconsciousnessispreＧ
liminarilyestablished,whileprojectconclusionandachievementmanagementstillneedtobeimproved,and
managementexperienceneedstobeenri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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