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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是联合基金在管理过程中直接与项目管理相关

的支出,包括联合基金项目评审、学术交流、实施与管理以及调研等活动的支出.随着联合基金规

模的快速增长,组织实施费的管理逐渐成为联合基金组织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本研

究在对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的内涵和构成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管理存在的

问题,结合国家和地方经费支出标准的变化以及科学基金各项管理办法的新要求,提出了完善联合

基金组织实施费管理的对策建议.本文在实现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的科学管理,规范经费使用,贯

彻落实科学基金«资金管理办法»,提升科学基金资金使用效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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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联

合资助工作的不断推进,如何更加有效地对联合基

金的组织实施费进行科学规范管理成为现实工作中

面临的重要问题.国家审计署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中曾提出“对提取项目组织

实施费未纳入项目资金统一管理的问题,要求(科学

基金)规范联合基金项目管理”.依据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开始实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联合基

金项目是“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联合资助方共同提

供资金,在商定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同支持基础

研究的基金”.通常,在双方共同签署的联合基金的

协议中明确自行承担的组织实施费的使用范围:联

合基金项目的通讯评审费用由基金委承担;会议评

审费用以及相关项目的交流、中期检查、结题验收和

调研等费用在联合资助方所提供的组织实施费中支

出.因此,规范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管理的难点在

于,部分组织实施费的管理与使用主体是与基金委

签署协议的联合资助方,而现有的«资金管理办法»

仅明确了财政部门、基金委、项目依托单位和项目负

责人等四类主体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职责,并没

有对联合资助方提出明确的管理要求.可见,基金

委当前对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的管理存在一定的制

度缺陷,难以符合国家审计的要求.

基于此,本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组

织实施费的内涵和构成进行剖析,在分析管理存在

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规范管理组织实施费的对策

与建议,以期提升科学基金资金使用效能.同时,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管理体系的研

究对类似的政府财政科技联合资助计划—如省级自

然科学联合基金[１],甚至对各类跨组织联合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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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１　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的内涵和构成

１．１　联合基金的目标

在联合基金设立初期,科学基金对联合资助的

目标有了初步的认识.黄斐梨[２]认为科学基金项目

需要为“下游”的各产业部门与企业所关心的新技术

或产品服务.由基金委为龙头,以科学基金作为“粘

合剂”和“种子钱”,联合产业部门、企业共同资助,是

一条切实可行的扩大基础性研究投入的途径.

２００９年,基金委负责同志在接受«中国科学基

金»采访时解释了联合基金的作用,认为驱动科学基

金发展的需求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各个地区、行业领域发展的实际问题[３].虽

然发展需求具有地域性、行业或企业特征,但由此产

生的科学问题和相应的基础研究成果是广泛和普适

的,科学基金开展联合基金工作的目标就是要引导

社会资源投入此类基础研究.

２０１０年科学基金国际评估更为凝练地总结了

联合基金的目标,认为联合基金目标是促进学术界

和产业界或者区域性的合作研究[４].２０１１年,朱蔚

彤等在«中国科学基金»上发表综述性论文,对联合

基金的设立与资助管理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联合

基金是基金委以联合资助的方式,努力提高全社会

各部门对基础研究工作的深入理解与支持,积极促

进国家创新体系中相关主体的协同发展[５].

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管

理项目办法»明确了联合基金的设立目标:“旨在发

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与整合社会

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门、企业、地区与高

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培养科学与技术人

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升.”联合基金的管理工作,尤其是组织实施费的

科学管理,应以此目标为导向.

１．２　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的内涵和构成

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是在联合基金实施过程中

直接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包括联合基金项目评

审、学术交流、实施与管理以及调研等活动的支出.

根据基金委与联合资助方协商,双方分别自行承担

和管理相应的组织实施经费.其中,联合基金项目

的通讯评审费由基金委承担;联合基金项目的会议

评审费用、管理委员会会议费用,以及涉及联合基金

项目交流、检查、结题以及调研等费用由联合资助方

承担.因此,从构成来看,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具有

行政管理支出的部分属性.但从性质上来看,组织

实施费是在联合资助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时共同约定

的用于联合基金项目管理的费用,因此应属于财政

专项资金.而这些专项支出,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

用途使用,并需要单独报账结算,同时接受有关部门

的检查、监督.协议实施结束后的组织实施费结余,

还应当报经联合资助双方批准后,方可使用.

２　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存在的管理问题

２．１　成本控制的主体不明确

政府部门行政成本控制包括内部控制与外部控

制两个方面,涉及多方控制主体.内部监控是指政

府或政府各部门管理者为本部门预算的执行所采取

的政策和程序,能够保证全部政府和各个机构适当

和有效的运行.外部监控主要表现为立法机构、审

计机构和公众的监控.其中审计部门的有效审计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得以

保证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立法机构借以实施问责

的前提条件[６].

对于联合基金而言,国家审计署在“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度和２０１２年度预算执

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提及了联合

基金项目组织实施费管理存在问题,行使了外部控

制的职责.然而,联合基金的组织实施费按照协议

中明确的工作职责,由基金委和联合资助方分担,

经费的内、外部控制不仅需要国家审计、财政部门

和科学基金,还需要考量联合资助方的地位和作

用.尤其当各省财政与科学基金共同出资设立联

合基金时,还需要明确地方财政、审计部门的作

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明确联合基金的出资方包括基金委和联合资助方,

但仅对联合基金项目的资金使用与管理提出按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执行的要求,对于组织实施费部分的管理未

做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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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组织实施费预算编排方式的问题

目前,正在实施的联合基金中,组织实施费的预

算编排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定额预算安排方式和非

定额预算安 排方式.定额预算安排方式明确联合

资助方将出资总额中的一定比例或一定额度作为组

织实施费或在联合出资方出资额度之外另行安排一

定额度或出资额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组织实施费.

非定额预算安排方式是未在协议中说明组织实施费

占联合基金投入总额的比例或额度,也未说明甲乙

双方负担的组织实施费比例或额度.这两种方式均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定额预算安排方式会带来经费审计和延伸审计

的问题.由于在协议中明确了组织实施费的额度,

在审计科学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时,就存在着该经费未纳入项目资金统一管理的问

题,将使得基金委面临着审计风险.而采用“非定

额”方式安排组织实施费时,联合基金联合资助方

(各省科技厅)往往面临较大的预算管理压力.由于

协议中没有提供预算的额度,各联合资助方承办部

门需要按照协议分工,根据下年度工作清单,采用

“零基预算”的方式编制年度预算.但对于新设立的

联合基金,由于缺少联合基金管理开支的经验和不

熟悉科学基金的评审流程,预算编制相对困难.此

外,在非定额预算安排方式的前提下采用“零基预

算”方式编制组织实施费预算,往往容易遭遇因计划

外经费支出导致的预算追加.由于预算追加会引起

预算收支总额的改变,影响财政收支平衡的实现,因

此申请追加组织实施费在实际工作中面临极大的

困难.

２．３　项目中后期的组织实施费管理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部分联合资助方的联合基金项

目组织实施费采用“零余额账户”形式进行管理,年

末没有用完,财政会要求收回结余的资金.如河南

省组织实施费管理需按照«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政〔２０１４〕１６号)的

要求,其中第二十七条提出:“专项资金结余年终统

一收回财政,结转资金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可编入下

年度部门预算.”

而组织实施费的使用和计提,应以项目实施周

期为跨度,涵盖项目从实施前的立项征集、指南发

布、立项评审到实施后的过程管理、结题验收等全过

程.如为期５年的联合基金签约期,到最后一年获

资助项目结题时,需要跨８~９年时间.这种管理方

式无疑给联合基金项目的中后期管理带来一系列

问题.

３　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科学管理的对策与

建议

３．１　设立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专门账户

基于组织实施费的财政专项资金属性,建议在

组织实施费的出资方设立专门的账户进行管理,使

得组织实施费专款专用.同时,作为联合基金协议

经费的组成部分,建议由管理方定期向联合基金管

理委员会汇报年度收支情况,一方面可以使得联合

基金管理委员会及时掌握和了解组织实施费的使用

情况,另一方面为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制定下一年

度的工作安排提供参考.

此外,设立联合基金专门账户也解决了部分联

合资助方组织实施费不能结转年末结余经费的问

题,保障了联合基金项目的中后期管理.

３．２　明确成本控制主体,采取合适的控制工具

现阶段,从实际工作来看,基金委、联合资助方

均是组织实施费内部控制的主体,国务院科学技术

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是主要的外部控制主

体.当地方财政作为出资方时,地方科技主管部门、

财政和审计机关也是外部控制主体.建议制定规范

性文件如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实施方案明确各自成

本控制主体的地位和作用.

先前的研究表明,公共财政管理中相对完善、有

效的财政预算执行监控机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内

部监控和外部监控的结合;审计部门执法的独立性;

机构设置与权力分配的制衡性;公众知晓政府预算

编制和执行情况的合理有效渠道以及事前监控、事

中监控与事后监控的连续性[６].因此联合基金组织

实施费管理成本控制需要考虑联合资助方与其他

内、外主体的分工协作关系,并根据政府部门、事业

单位、企业等不同的联合资助方类型特征,采用合适

的成本控制工具.例如借鉴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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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通过招标采购渠道,委托专门机构管理和使用

组织实施费,以购买服务、延伸审计的方式,节省和

控制组织实施费的支出.

３．３　合理分摊经费,实现事权和财权的统一

为了符合预算管理“总量控制”和“事权财权统

一”的原则,建议在联合举办项目评审会、中期或结

题验收会议时分摊会议经费.在确定分摊方式和比

例时,综合考虑各联合基金的评审项目数量、各联合

基金的资助总额、项目评审会会期长短以及项目评

审会会议承办方的办会成本等因素,协商确定分摊

会议费标准,使得联合基金组织实施费的经费支出

与评审事项相互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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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onimprovingthescientificmanagementofthefeesfor
organizingandimplementingtheNSFCJointFund

LeiRong１ WangHongbo２ WangDongpeng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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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feesfororganizingandimplementingtheJointFundofthe 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NSFC)aretheexpendituredirectlyrelatedtoprojectmanagementinthemanagement

process,includingexpenditureonjointfundprojectreview,academicexchange,implementationand

management,surveyandotheractivities．Withtherapidgrowthofthesizeofthejointfund,the

managementoftheorganizationsimplementationfeehasgraduallybecomeoneofthemainproblemsinthe

managementoftheJointFund．Onthebasisoftheconnotationandcompositionanalysisofthemanagement

oftheorganizationfeesoftheJointFund,thispaperanalyzestheproblemsexistinginthemanagementof

theimplementationfeeoftheJointFund,andreferencingtothechangeoftheexpenditurestandardofthe

nationalandlocalfundsandthenew managementmethodsofthesciencefund,thispaperputsforward

measuresforimprovingtheimplementationoftheJointFund．Thesuggestionsinthisresearchwillbeof

greatsignificancetothescientificmanagementoftheNSFCJointFundandtheimplementationofthefunds

managementpolicyoftheNSFC,anditwillalsocontributetotheenhancementoftheNSFCmanagement

performance．

Key word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Joint Fund;organization implementation fee;

scientific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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