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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我国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以浙江省属高校浙江工业大学为例,探
讨地方高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管理问题.在对浙江工业大学近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和资助

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重点阐述学校在经费管理方面的改革措施,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

改进地方高校科学基金经费管理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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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是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自１９８６年设立

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我国基础研究和科学前

沿探索、培育科技创新人才与团队建设、推动我国与

国际科技界建立联系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１].
为了满足我国高水平基础研究的资助需求,国家对

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不断增加.自然科学基金财政

预算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６１６２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６７３６亿 元,年 均 增 长 １３４１％,支 持 科 研 人 员

７３９１万人次、博士后３４万人次、研究生７５２万

人次[２].
近年来,国家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持续深化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涉及科研经费管

理的改革措施和文件[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在

２０１５年修订印发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财教〔２０１５〕１５号),此后进一步印发

了两个补充通知(财科教〔２０１６〕１９号、国科金发财

〔２０１８〕８８号)和«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

资金管理的通知»(国科金发财〔２０１９〕３１号).这些

文件的出台,从宏观上把握着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改

革的方向,对各依托单位的经费管理具有指导作用.
地方高校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的主要

组成部分.随着各地方省、市、自治区对于建设高水

平高校、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各地方高校在科

学基金的申报与资助数量上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

势.在此背景下,地方高校如何提高自然科学基金

的经费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质量与科研人员的研究效率.本文以浙江工业大学

为例,在分析学校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的基

础上,重点阐述学校在经费管理方面的改革措施与效

果,并结合当前地方高校经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思考和建议.

１　浙江工业大学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

概况

　　浙江工业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省属重点大学.
学校现有６个博士后流动站,９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２９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化学、
工程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农业科学

五个学科进入全球 ESI前１％.学校一直高度重

视科学研究工作,积极鼓励教师申报高水平科研项

目.２０１８年实现科研经费到款６．３２亿元,同比增

长９％.其中科技经费到款３．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学校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情

况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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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浙江工业大学科学

基金申请与资助情况表

年份
申请

项目数

资助

项目数

资助金额
(万元)

平均

资助率

２００９ 　３０４ 　５５ １３５９．５０ １８．０９％

２０１０ ３５９ ９２ ２４５４．２０ ２５．６３％

２０１１ ４４４ ９２ ３３９５．００ ２０．７２％

２０１２ ４６５ １０１ ４９０４．５０ ２１．７２％

２０１３ ４２０ １２５ ６１３９．５０ ２９．７６％

２０１４ ３８７ １１２ ５０３４．００ ２８．９４％

２０１５ ４０２ １１０ ５０８３．２５ ２７．３６％

２０１６ ４９４ １３５ ５２０５．５０ ２７．３３％

２０１７ ５３３ １６１ ８７８８．３０ ３０．２１％

２０１８ ５５８ １１２ ５８１２．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合计或均值
１９９２ ４６５ １８２５２．７０ ２３．３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合计或均值
２３７４ ６３０ ２９９２３．０５ ２６．５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合计或均值
４３６６ １０９５ ４８１７５．７５ ２５．０８％

　　注:资助金额含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从学校的整体申请与资助情况看,浙江工业大

学自然科学基金申报数由２００９年３０４项上升到

２０１８年５５８项;获资助项目由２００９年５５项上升到

２０１７年峰值的１６１项;资助经费从２００９年１３５９．５
万元上升到２０１８年５８１２．０万元,均呈现快速增长

趋势,整体资助率较高.
从资助项目类别看,浙江工业大学近五年共获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２４项,面上项目２５８项,两类项

目占 学 校 资 助 总 数 的 ９２．２４％,占 资 助 金 额 的

７８６１％.近年来学校在重点项目(２项)、重大研究

计划(１项)、杰出青年项目(１项)等高层次基金项目

取得重要突破.从资助学科看,浙江工业大学近五

年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化学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

三个学部获资助４４７项,占总项数的７０．９５％;资助

金额２．３３亿元,占总金额的７７．８７％.在自然科学

基金的资助下,学校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计算

机、信息等传统优势学科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与发

展.与此同时,学校注重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

展,在数理科学部、管理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

科学部以及医学科学部的资助数和资助金额也有

较大增长.

表２　浙江工业大学科研经费间接费用分配比例表

科学技术

研究院

项目所在

学院

项目

组绩效
合计

修订前 ３５％ ３５％ ３０％ １００％

修订后 １０％ １０％ ８０％ １００％

２　浙江工业大学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改革

措施

　　浙江工业大学在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与资助方面

上的进步,一方面受益于国家不断加大科学基金的

支持力度,使得地方高校科研人员获得了更多高水

平科研项目的资助机会;另一方面离不开学校近年

来在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特别是经费管理方面的多

项改革措施,有效激励了广大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提
高了学校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质量.

２．１　调整间接费用分配比例,增加科研人员绩效

激励

　　针对以往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中绩效支出所占比

例过低,对科研人员激励不足的问题,学校于２０１７
年修订出台了«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科技类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对国家下拨的自然科学

基金间接费用的分配比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如表

２所示.修订前,学校科研院与项目所在学院各占

间接费用的３５％,项目组绩效约占３０％.项目组

绩效所占比例较低,不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修订后,项目组绩效占间接费用比例从原办法

的３０％提高到８０％,有效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剩余间接费用由学校科研院(１０％)和项目所

在学院(１０％)组成,主要统筹用于重大科研项目

的培育和激励,有关学院在项目申报、培育过程中

的补助等.
在大幅度提高间接费用中绩效比例的同时,学

校积极加强绩效支出发放的过程管理.学校科研院

每年５月和１０月两次集中受理项目组绩效发放申

请,并对项目进展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绩效发

放进行审批.学校明确将项目组的绩效发放与项目

的年度执行情况相挂钩,发挥绩效支出对科研人员

的激励效果.

２．２　以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推进“最多跑

一次”服务改革

　　针对以往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过程中流程繁

琐,科研人员需多次前往科研、财务、资产管理等职

能部门,耗时费力等问题.近年来,浙江工业大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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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为抓手,简化办事流程,强化

“网上办事”,积极推进科研经费管理“最多跑一次”
服务改革.与过去相比,目前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在

内的各类科研项目的经费管理事宜均可通过科研管

理系统实现.
以自然科学基金到款经费的划拨管理为例.

科研经费到校后,科研人员不再需要到学校科研院

办理经费入本等手续.项目组负责人(或委托科研

助手)只需登录科研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经费认领,
学院分管科研负责人(或科研秘书)在网上审核;
网上提交科研院审核后,计财处即可办妥经费入本

事宜.经过此项改革,学校到款经费入账的办理流

程与时间大幅简化缩短,整个步骤仅需１~３个工

作日,大大降低了科研人员的时间成本.同时,学
校科研院联合计财处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网上查询

系统,科研人员可直接在系统中查看项目的预算明

细和预算的执行情况,及时掌握项目经费的使用

情况.

２．３　优化科研经费报销程序,切实减轻科研人员

负担

　　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报销难问题,一直以来

都是科研经费管理的难点.近年来,浙江工业大学

采用多种方式,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更加安全、有
序、优质、高效的财务核算管理服务.

从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报销的流程上看,学校以

２０１７年开始全面实行不限号的“无等候网上预约报

账”,对报销流程进行优化,如图１所示.科研人员

将科研过程中支出的车票、发票、合同等原始票据整

理好,通过计财处网站“无等候网上预约报销系统”
或“翼财云网”手机 APP两个途径进行报销单填写

和报销时间预约.预约成功后系统将自动生成标准

化报销单.科研人员根据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要求

完成签字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报销,第一种途

径是在预约报销时间携带报销单前往计财处报销,
计财处工作人员简单预审后报销人员即可离开,无
需在报账现场长时间等待,后续复核工作由计财处

内部完成;第二种途径是在预约报销日前,可将预约

单和票据按规定整理装袋后,投递到计财处自助报

账投递机中,后续处理由计财处内部完成.学校计

财处人员进行复核后,由出纳人员根据预约报账单

上的支付信息完成后续报销付款流程.从计财处

接收报销单到报销款打卡,整个过程可在３个工作

日内实现.
此外,学校计财处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浙江工业

大学计财处”,定期向科研人员推送科研经费报销的

相关政策与要求,使科研人员能够及时接收与查询

经费报销方面的政策,从而减少了经费报销过程中

的错误,提高了报销效率.

２．４　简化经费使用审批流程,扩大科研人员经费使

用权限

　　浙江工业大学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

“放管服”改革文件精神,对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的审

批权限进行调整,简化审批流程,强化项目负责人审

批负责制,扩大科研人员对于项目经费的使用权限.
根据«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的

补充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资金管

理的通知»中直接费用科目预算调整权下放依托单

位的政策,学校及时更新管理办法,自然科学基金经

费中除设备费科目不能预算调增外,其他经费科目

均可调整使用.科研人员可以根据项目研究的实际

需要,向学校提出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申请,学校科研

院对合理预算调整进行审批.

图１　浙江工业大学科学基金经费报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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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提高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组经费使用权限.
对于科研项目５万以内的直接经费支出,学校将审

批权下放至项目负责人;对于科研项目组成员发生

的差旅费,可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审批后报销,项目负

责人发生的差旅费可由其他主要项目组成员审批后

报销;科研项目的奖励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掌握发放

等.针对项目结题后的结余资金使用问题,学校规

定自然科学基金结余资金留在项目组继续使用两

年,项目组可根据研究需要,用于研究项目的直接费

用支出,结余资金不再重新上报预算.

３　加强地方高校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的

思考与建议

　　随着各地方高校科研能力的提高,地方高校对

以自然科学基金为代表的高层次科研项目的申请热

情不断增加,科研经费逐年增长.在国家科研领域

“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高校普遍结合自身

科研经费管理情况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与改革,在
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管理,激发

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４].但也应看到,当前地方高

校在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方面仍然面临问题,需
要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的制度建设,
以更好 的 服 务 科 研 人 员,提 高 科 研 经 费 的 使 用

效率.

３．１　强化依托单位主体责任,完善科研经费管理

体制

　　相较于部属重点高校,地方高校对于自然科学

基金的申报意愿更为强烈.部分地方高校为了提升

科研人员积极性,使之多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争取

更多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往往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

较为宽松,存在“重申报轻管理”的问题,科研经费管

理制度滞后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办法的情况不在

少数.同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管理是一个系统

工程,涉及到地方高校包括科研、财务、资产、监察审

计等在内的多个管理部门.相对于科研经费管理

较为成熟的重点高校,部分地方高校在内部科研经

费管理体制建设上仍存在不足.科研经费管理涉

及的各个部门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往往由于各自部

门规章制度不同,导致科研管理政策与要求难以达

成一致,甚至在具体的配合过程中出现争端[５].多

部门管理过程中的协调问题成为制约地方高校自

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作为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的管理主体,地方高校

首先应从战略高度来重视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
意识到学校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更是

管理责任主体.各地方高校应从校领导到具体科研

管理人员,树立“申报与管理并重”的意识.在重视、
鼓励自然科学基金申报的同时,认识到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立项仅是研究过程的开始,而科学规范的

科研经费管理,则是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有效执行的

重要保障.只有依托单位的管理者具备良好的主

体责任意识,及时落实并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的相关经费管理政策,科研人员才有可能重

视科研经费的正确使用.
地方高校要不断优化、完善自然科学基金经费

管理体制与管理流程,特别应注重顶层制度设计.
探索建立学校主要领导牵头的科研经费管理领导小

组,充分整合科研、财务、资产、人事、招投标、审计、
纪检监察等多个职能部门的经费管理职能.在具体

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应持续优化经费管理流程,克
服各管理部门的本位主义,切实减轻管理过程中的

制度成 本,促 进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经 费 管 理 效 率 的

提升.

３．２　加强宣传培训,提高自然科学基金预算管理

质量

　　对于科研人员而言,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管理

主要包括前期的预算申请、后期的经费使用两个阶

段.在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过程中,经费预算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部分科研人员仍存在“重申请轻预算”
的错误思维.在项目申请阶段,科研人员往往将重

心放在项目的论证中,忽视经费预算的现象较为普

遍[６].部分科研人员缺乏相关的财务知识,撰写的

预算说明书较为简单粗略,甚至存在逻辑错误.当

项目获得批准立项后,造成了项目后期预算执行“捉
襟见肘”,预算科目超支现象较为普遍.虽然目前已

允许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的后期调整,但预算调

整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而如果申请预算中设备费科

目预算不足,目前仍无法进行预算调整.
地方高校科研、财务、资产管理等部门,一方面

应在日常及项目申请前,加大对科研人员的经费管

理,特别是预算管理的宣传培训.既要端正科研人

员对于预算管理的认识,又要按照自然科学基金经

费管理办法对预算编制进行充分指导,切实提高申

报项目经费预算的编制质量.另一方面,地方高校

应积极结合自身特点,探索建立自然科学基金财务

助理制度.特别是对于重大科学基金项目,可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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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为项目配备专业的财务助理,协助项目负责

人进行科研项目预算编制,协助项目负责人进行课

题经费报销,确保科研项目经费预算既能满足各项

规章制度的要求,又能保障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只有让科研人员重视经费预算管理,熟悉预算编制

内容及开支范围,才能切实减少预算执行过程中的

各类问题.

３．３　激励与约束并重,探索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

主权

　　在当前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自
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愈发强调依托单位和科研人员

自主的管理模式.但有的科研人员由于对国家科研

经费的认识不正确、自身财务知识不足等原因,导致

部分自然科学基金经费支出不规范、不合理.自然

科学基金经费使用本应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用于

项目直接相关的支出,但实际使用中科研人员将各

科研项目经费混用窜用现象不在少数[７].大型仪器

设备的重复购置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科研经费的

浪费.科研人员对于项目经费支出的进程缺乏合理

安排,项目实施进度与经费支出进度不一致,导致结

题前突击花钱等问题.

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科技创新本

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要充分尊重和信任科研人

员,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

和技术路线决策权”,这给未来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

革指明了新方向.作为地方高校,应积极学习中央

改革精神,进一步优化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的机

制,探索科研人员在经费使用方面的自主权,激发科

研人员的科研动力.同时,地方高校也应该意识到

经费管理“激励与约束”协调并重的重要性,避免“一
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３．４　内外监管并举,重视经费使用监督

当前,地方高校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主要采用学

校内部监督为主、外部政府监督为辅的监督体系.
学校内部监督主要以经费报销审核监督为主,部分

地方高校会对科研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公

示,但公示内容普遍缺乏明细,效果一般.
按照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基本原理,地方高校

应该逐步建立起遵循合理性、相互牵制、系统全面、
成本效益和重要性等原则的科研经费监督体系.国

外高校科研经费的监管方式大多实行“内部＋外部”

的模式.内部管理主要依靠学校内部的科研、财务

和审计等部门对科研经费的管理;外部监督则是依

靠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无论是哪一种监管,都有

其局限性.因此,地方高校一方面可以参照西方国

家采用“政府全面监督、主管机构日常监督、机构内

部监督、审计机构事后监督、公众全程监督”的五级

监督模式,进一步探索适合地方高校实际情况的科

研经费监督体系,增强监督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可
以探索引入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力量,作为外

部监督的重要补充,克服学校在经费监督过程中专

业人才、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不足,形成监督合力.

４　结　语

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是高层次、专业化的知识管

理、学术管理,要努力提高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精细化水平[８].浙江工业大学作为一家浙江省属

地方高校,近年来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数、资助金

额、资助率等方面的进步,离不开学校在经费管理

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当前科研领域“放管服”
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方高校更应积极学习、领会

中央改革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优化科

研经费管理体制与流程,扩大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

主权.通过持续推进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探索,充分

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保障自然科学基

金经费使用的合理性、合规性,努力提高地方高校

基础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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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我国学者在近零指数器件及其基片集成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６１７７１２８０)等资助下,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李越副教授团队与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电气与系统工程系纳德恩赫塔(NaderEngheta)教授、西班牙纳瓦雷公立大学的伊涅格里

博(InigoLiberal)博士合作,提出并验证了基片集成的光学掺杂方法,为新型近零指数器件提供了实现手段.
研究成果以“SubstrateＧintegratedPhotonicDopingforNearＧzeroＧindexDevices”(用于近零指数器件的基片

集成光学掺杂)为题,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发表在期刊 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上.清华大

学电子工程系博士生周子恒为文章的第一作者,李越副教授和纳德恩赫塔教授为本文通信作者.文章链

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４１４６７Ｇ０１９Ｇ１２０８３Ｇy.
近零指数(nearＧzeroＧindex)器件是一类等效电磁参数趋于零的新型功能器件,与传统电磁器件相比,具

有局域场增强、局部可调、可形变等特性.任意频率的电磁波在近零指数器件中波长均趋于无穷,即器件的

工作频率与其物理尺寸无关.本文作者纳德恩赫塔和李越于２０１７年在Science上合作发表文章,首次提

出了“光学掺杂方法”,将掺杂技术从微观尺度移植于宏观尺度,调控目标材料的磁导率,从而实现顺磁、逆
磁、理想磁体等多种模态控制.

以新理论的工程应用为出发点,此论文提出了基片集成的光学掺杂方法,与典型集成电路工艺相结合,
将光学掺杂对目标材料磁特性的调控应用于基片集成器件的电磁响应调控,实现了多种新型近零指数器件,
例如借助光学掺杂的局域场增强效应实现高灵敏度生物传感器,利用光学掺杂的局部可调特性的高效光声

调制器,可任意弯折形变且工作频率不变的“电纤”(类比于光纤).此外,李越团队通过实验验证了基片集成

光学掺杂的近零指数器件的电磁特性,观测到零相移、高时延和器件形状无关性等现象,与解析理论预测和

全波仿真结果吻合.
基片集成的光学掺杂方法丰富了非周期超材料和近零指数器件的理论体系,在微波/太赫兹技术、生物

传感、电子电路、材料科学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供稿:信息科学部　边　超　李　越　宋朝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