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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督办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能,是保证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委领导指示批示,重要会议决定事项和新时代科

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落实落地的重要举措.通过回顾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督办工作,
总结取得的具体成效,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进一步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督办工作,完善

督办工作机制提出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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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督查就没有落实,没有

督查就没有深化”[１].督办工作是推动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落地的重要举措,是新时代科学基金管理工

作和深化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推动力量,是进一步

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行政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的有力支撑[２,３].
全面总结督办工作具体成效,深入分析存在的主要

问题,对于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

基金”)督办工作管理模式创新,确保各项决策落地

落实十分重要.

１　明确督办工作重点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牢牢围绕党中央、国
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委领导指示批示、
重要会议决定事项和新时代科学基金深化改革

任务开展“文件批示督办”、“会议决议事项督办”
和“改革任务督办”,确保各项工作件件有落实,
事事有回音.

１．１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开展督办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督办

工作放在首位,组织专人建立专项督办台账,及时将党

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批示及重点任务列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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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度规范、开展专题调研、召开专题会议、举办

双清论坛等多种举措,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到科学基

金实际工作中.

１．２　围绕委领导指示批示开展督办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按照“批必办,办必果,
果必报”的工作原则,对委领导批示文件,包括党中

央国务院文件、其他部委文件及委领导关注的重要

文件进行督办.自２０１９年起,每月由办公室向各承

办部门发放委领导批示办理情况书面督办单,未完

成事项要注明工作进度,已完成事项须填写具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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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取得的实效,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汇总梳理

后形成当月批示件办理情况汇总表,定期向委领导

汇报.

１．３　围绕重要会议决定事项开展督办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对党组会议、委务会议、
主任(秘书长)办公会议和专项工作会议决定事项的

落实情况开展督办,通过分解任务内容,分析任务属

性,明晰任务难点,定时监督提醒需要限期完成的待

办事项,及时把握工作进度,持续推进.严格按照规

定的时间节点做好重点工作任务督办落实,确保各

项任务高质量完成并汇总梳理上报.

１．４　围绕科学基金改革任务开展督办

新时代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以“明确资助导

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三大任务为核心,
加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学风和科研诚信与伦理以及

组织机构和队伍３个建设,完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

题凝练机制、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成果应用贯通

机制、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和多元投入机制６个机制,
强化原创探索计划和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２个重

点,从７个方面优化资助管理提高资助效能[４,５].自

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认真履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

公室职能,将原改革方案５５项具体举措全面融入升

级版改革方案２４项任务,根据党组提出的５步走实

施方案,采取改革任务向负责部门分解再由部门负

责向整体方案集中的策略开展督办.

２　督办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２．１　建立体系,组织、领导目标责任明确化

经过半年的督办工作实践,初步构建由委党组

统一领导、分管委领导具体负责、办公室组织协调、
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齐抓共管的“四位一体”督查工作

网络和日常督查、专项督查、综合协调等互为补充的

督办工作体系.从组织领导体制上有效保障了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

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基金委

各项工作的快速深入开展,为委党组的科学决策提

供有力支撑.

２．２　紧盯快办,台账、要情双轨报送制度化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通过建立“全口径”督办

台账,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完成时

限,量化台账落实指标.目前,已建立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批示台账、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重要批

示台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台账等８本台

账,综合运用电话催办、发放督办表格等形式,对文

件批示和会议议定事项采取“全过程、动态化”管理,
全程紧盯快办,力求件件有落实.此外,充分利用每

周印发的«一周要情»,及时反映委领导落实各类重

要文件上的批示指示,参加并出席的重要活动及主

持并召开的重要会议,为委领导及各部门负责同志

领会文件重要精神、掌握自然科学基金委重要工作

情况提供了平台.

２．３　狠抓落实,督办、落实紧密结合常态化

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突出“抓落实”这一核心

职能,把推动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督办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任务清单月制发,落实

报告季梳理,办理情况年通报”的督办工作机制,每
月向各承办部门发送“督办通知单”,承办部门填写

办理结果及办理进展,对当月未完成事项采取“滚动

式”督办,下大力气开展任务落实情况“回头看”,集
中督促,持续用力,定期总结,常态推动.

３　督办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３．１　督办制度亟需建立

目前,督办工作总体顺利,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

效的经验和做法,但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一

方面是由于督办“发射端”缺乏顶层设计,有时会出

现多头督办的现象.另一方面,部分督办“接收端”
重视程度不够,简单应付,导致督办信号衰减甚至丢

失.因此亟需建立有关督办的规章制度并在督办工

作开展中坚决落实,以制度规范督办工作的闭环化

管理.

３．２　督办体系尚需完善

经过一年的工作实践发现,个别任务涉及的部

门较多,容易产生责任不清、“九龙治水”,主体责任

意识不强,部门之间配合不畅,导致工作任务陷入

“空转”.另外,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对任务实施

分解后,任务主体责任部门和配合部门存在部门之

间进度不一、衔接不畅的脱节现象,导致任务完成期

限难以统一.

３．３　督办队伍有待加强

国家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建立督办机构,但由

于客观原因自然科学基金委尚未建立专门的督办机

构.当前,各项工作任务不断叠加,任务重、人手紧,
专注督办力量薄弱,加之督办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
存在着对部分督办内容把握不全面,理解不深刻的

现象,也就导致了督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

地被发现和解决,开拓创新意识不强,督办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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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进程迟缓.

４　工作思考

４．１　建章立制,推进“规范化”督办管理

尽快出台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实际相符的

«督办工作管理办法»,明确办公室及各部门分工负

责的工作体系、督办权限以及管理规定,从制度上保

障督办工作的顺利实施,使督办工作有章可循、有规

可依,促进督办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制度的生

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执行力.各部门要

强化制度意识,按照«督办工作管理办法»工作要求,
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思想和行动自觉,切实增强执

行力.

４．２　明确责任,完善“体系化”管理方式

完善和落实“督办情况报告制度”,明确责任分

工,承办部门要按既定时限办结.自然科学基金委

办公室应及时掌握督办事项的落实情况,并定期向

委领导和领导小组汇报.建立“督办通报考核制

度”,明确责任归属,对督办事项的执行过程和完成

情况进行评估并将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范畴.利用

党组会议对督办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和存在的具体问

题及时通报,有效地提升督办事项执行力,确保督办

工作高效运转.

４．３　创新方式,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

实现“互联网＋”与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深度融

合,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也是保障科学基金管理高效运转、提升行政管理

运行能力和效率的重要举措.手工录台账、上门督

办等传统督办工作方式,导致信息的获取严重滞后

于形势发展,获取的信息流于浅显乃至片面,无法达

到围绕大局抓督办的预期效果.因此,督办过程要

善于借力“数字化”,可结合自然科学基金委实际,依
托现有 OA系统公文督办模块,按照督办工作规范

及流程,搭建自然科学基金委督办管理信息系统.
合理设置网络流转程序,将普通文件和重要会议事

项立项登记、领导审批、承办单位、事项办结、情况通

报、总结归档等内容一一设定,上下衔接、自动运转,
以实现督办任务分解立项、催办查办、提示提醒以及

情况反馈的实时在线管理,同时,通过网络公开督办

流程和相关进展,增加了督办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

度,无形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
利用信息挖掘共享与运用功能对督办信息进行归类

整理及对比分析,形成有价值有针对性的综合性材

料,有利于为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４．４　研判分析,构建“双向化”管理成果

督办人员应主动研判,深入思考,将督促办理与

调查研究有效结合起来,让督办人员成为领导的“千
里眼、顺风耳”.一方面通过督办及时了解各部门在

工作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及时向领

导及有关部门反馈,帮助承办部门克服困难,解决问

题.另一方面,对督办发现的情况进行动态分析,研
判总体形势,及时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对于已出台的政策措施,适时开展了解政策落

地的效果,及时进行反馈,捕捉发现科学基金工作中

一些具有普遍性又有长远影响的问题,积极转化督

办成果为领导决策提供支撑,让领导随时了解决策

的执行情况,为决策进一步调整完善及下一步决策

奠定基础.

４．５　优化队伍,建设“专业化”督办团队

督办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事督

办工作的同志要具备较高的理论水平、宽广的知

识面、较强的业务能力.在政治上,要认真学习

党的基础理论,准确把握党的方针政策,增强政

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业务上,要积极主动学习

科学理论,掌握科学基金行政管理及业务管理知

识.要加强对各部门、各单位督办工作的业务指

导和培训,增强情况沟通和经验交流,通过召开

内部督办工作座谈会,专题学习传达党中央国务

院领导同志关于加强督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可以通过组织督办人员积极参加督办能

力建设培训班,与兄弟单位督办部门开展业务交

流,不断了解督办工作新动态、新要求,从而在内

外两个方面同时着力提升督办干部队伍的理论

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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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实现大尺寸高指数晶面单晶铜箔的制备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５１９９１３４０、５１９９１３４２、５１５２２２０１)的资助下,北京大学刘开辉研究员、
王恩哥院士、南方科技大学俞大鹏院士等合作,首次研发出３０余种高指数晶面、A４纸尺寸单晶铜箔库的全

新制造方法.研究成果以“大尺寸高指数晶面单晶铜箔的制备(SeededgrowthoflargesingleＧcrystalcopper
foilswithhighＧindexfacets)”为题,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７号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上.论文链接:https://
www．nature．com/articles/s４１５８６Ｇ０２０Ｇ２２９８Ｇ５.

单晶铜箔因其无晶界、缺陷少等特性而具有更好的导电性和柔韧性,是发展下一代高性能电力设备、电
子器件的关键材料之一.同时,随着石墨烯及相关二维材料制备技术的发展,发现铜是外延制备多种二维单

晶材料(如石墨烯、氮化硼等)的关键衬底.
２０１６年以来,刘开辉研究员与合作者利用单晶 Cu(１１１)实现了米级石墨烯单晶材料的超快外延制备

(NatureChemistry２０１９,１１,７３０;ScienceBulletin２０１７,６２,１０７４;NatureNanotechnology２０１６,１１,
９３０),利用近邻Cu(１１０)单晶实现了分米级二维六方氮化硼单晶的外延制备(Nature２０１９,５７０,９１).上述

研究成果用到的都是铜的低指数晶面,即晶面指数的每一个参量都不大于１.相比于低指数晶面,高指数晶

面的单晶铜箔具有更加丰富的表面结构,可极大地拓宽外延制备二维材料的体系和种类.但是,在热力学及

动力学上,高指数晶面的生长均不占优势,这直接阻碍了高指数晶面单晶铜箔的规模化制造.因此,开发大

尺寸、高指数晶面单晶铜箔的宏量制造技术在材料科学和工程应用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技术价值.
针对这一难题,研究团队将攻关目标锁定在铜箔高温退火再结晶过程中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调控上.通

过特殊预处理工艺,成功打破Cu(１１１)低指数晶面热力学的绝对优势,控制动力学上的单核异常长大.类比

生物学中的“变异”思想,利用工业多晶铜箔制备出３０余种高指数晶面的单晶铜箔库.之后,类比生物学中

的“遗传”思想,将制备出的高指数晶面作为“籽晶”直接诱导多晶铜箔退火,实现了特定指数晶面的大尺寸单

晶铜箔定向复制制造.该“变异”、“遗传”方法具有普适性,可推广至其他单晶金属箔材料的制造.
该研究成果有望对我国电子通信等领域的核心单晶金属箔材料储备以及电子级二维单晶材料额规模化

制造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

(供稿: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陈克新　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