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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进入深度优化期,基础研究发展正在迎来重要的战

略机遇期,为更好地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有必要对流动编制用人制度进行系

统梳理和总结.本文首先针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流动编制用人制

度进行了分析.进而,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流动编制用人制度沿革划分为制度尝试

期、制度规范期和制度转型期三个时期,并对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流动编制项目主任的规模和特征进

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流动编制用人制度推动了科学基金共同体的建设与完善,有效促进了隐形

知识传递,制度实施中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需要加强流动编制工作人员的的制度建设和监督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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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流动编制用人制度经历了理论研究—
政策倡导—局部实践—规范完善的发展过程.２０００
年以来,随着事业单位聘用制的实行,流动编制岗位

设置成为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员会(NSFC)于２００１年底开始探

索实施流动编制项目主任制度,是我国较早规范建

立流动编制用人制度的机构之一.基金委流动编制

用人制度的实施是中国特色科学资助机构用人制度

的一项重要尝试,较好地解决了基金委部分岗位人

力不足问题,推动了科学基金共同体的建设与完善,
满足了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需要.同时,基金委流

动编制用人制度对事业单位多途径用人制度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为我国事业单位流动编制岗位设置和

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适值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进入深度优

化期,基础研究发展正在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１],
为更好地发挥基金委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推
动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针对基

金委流动编制用人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和分析

十分必要.

１　科学资助机构流动编制用人制度的国际

比较

１．１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流动编制用人制度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是美国联邦政府的

一个独立机构,成立于１９５０年,主要负责资助全美

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的基础研究、教育和基础设施

建设,确保美国科学与工程各学科的全面、协调发

展.NSF经费的９０％以上通过以质量为基础的竞

争性评审机制来确定资助对象,其中,负责组织同行

评议的项目官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NSF采用流动项目主任制度,聘请高校或科研

单位的科学专家作为非永久职员,主要负责组织基

金项目评审.NSF的流动项目主任作为非永久职

员,其聘任方式主要有三种[２].第一,“访问科学家”
型(VSEE)项目主任.这类项目主任在原单位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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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职,作为联邦雇员进入 NSF工资名册.他们任

期通常至多一年,但经 NSF、当事人及当事人所属

单位三方同意可再延长一年.第二,“IPA”型项目

主任,在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或者高等教育机构、
印第安裔政府、以及其他合法组织任职的人员均可

申请在 NSF担任“IPA”型项目主任.受聘者仍然

是原单位的雇员,由 NSF以项目的形式将其工资

和福利拨至原单位,由原单位负责发放和管理.

IPA型项目主任不属于联邦雇员,但必须遵守联邦

雇员的道德和行为法律.IPA 型项目主任的起始

任职时间最多两年,可以中断后再续任,半职或全

职均可.第三,“临时例外服务”型(TESA)项目主

任.此岗位的任命遵循 NSF例外授权法.如果应

聘成功,非公务员或无复职资格的人士不能获得公

务员身份;而且必须放弃某些特定的公务员权益.
一年以上任期的项目主任可以申请公务员普通福

利(退休金、健康福利、人身保险),临时项目主任

的任期不超过三年.

１．２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流动编制用人制度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是日本科学技术

领域的综合型机构,其使命是以新技术种子的萌芽

为目标,自始至终地推进从基础研究到企业化的开

发研究,同时促进科学技术信息情报的交流,为日本

科学技术振兴打基础.

JST于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颁布了«项目主任资格

认定制度»,２００６年２月１６日颁布了«科研经费竞

争机制对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主任提出的要求».

JST的项目主任有两种,一种是来自日本各研究机

构或大学的有名望的研究人员,在JST 兼聘,聘期

一般是４年左右,即 AcademicＧPO,称为学术型项目

主任,负责申请项目的同行评议专家指派和项目的

评价综合等;另一种是JST机构中固定编制的项目

管理人员,即项目官员(JSTＧPO)负责配合学术型项

目主任的工作[３].JST 的立项方式是“自上而下”,
它根据文部省下达的战略目标制定研究领域,并指

定该领域的项目主任(学术型),其聘期为４—５年,
聘任的项目主任经研修毕业后取得资质证书后上岗

工作.许多领域的杰出科学家都被JST 聘为学术

型项目主任,这种兼职的学术型项目主任负责指定

研究领域项目的征集、选取同行评议专家、分析同行

评议结果、提出上会讨论的项目.JST 固定编制的

项目主任,不负责同行评议专家及评审会专家的选

定,只配合学术型项目主任的工作,负责项目评审等

的日常工作.

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流动编制用人

制度沿革

　　从基金委流动编制用人制度的发展和沿革来

看,可以分为以下３个时期.

２．１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尝试期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基金委研究制定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流动编制项目主任管理办法(试行)»,
对流动编制项目主任的聘用、待遇、管理、监督等问

题作出规定.２００１年底,按照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

制度改革的有关精神,基金委启动了科学部流动编

制项目主任的试点招聘工作,开始探索使用流动编

制项目主任.２００２年４月,基金委研究制定了«关
于流动编制项目主任有关问题的实施办法(试行)»,
进一步对流动编制项目主任聘任期间的工作条件和

待遇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明确.上述两项规定的制定

与实施标志着基金委流动编制用人制度的初步建立.

２．２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规范期

随着科学基金事业的发展,流动编制用人制度

已成为基金委用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

规范流动编制用人制度,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基金委

颁布实施了«流动编制项目主任管理办法».该办法

提出,流动编制项目主任不占基金委事业编制,其工

资、人事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办法中明确了流动

编制项目主任岗位的主要职责,并对招聘流程、聘
期、薪资待遇、组织关系、回避及保密等问题进行了

详细说明.２００９年的管理办法和２００１年相比,更
加明确规范,对聘用条件、招聘流程、续聘程序等作

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基金委流动编制用人制度进

入了规范期.

２．３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转型期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进入深

度优化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

台对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作为我

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新时代科学基金工作面

临新的挑战,科学基金事业高速发展与人力资源不

足的矛盾亟待解决[４].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干部管理和监督工作提出了新

标准和新要求.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金

委２０１７年底对流动编制用人制度开展专题调研,结
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策部署,积极探索更加灵活的用人制度,流动编制用

人制度进入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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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流动编制用人

规模和特征分析

３．１　规模分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基金委总工作人员人数由１８４
人增加到２８６人,增加３５．７％;其中固定编制工作

人员人数由１７５人增加到２０９人,增加１９．４％;流动

编制项 目 主 任 规 模 由 ９ 人 增 加 到 ７７ 人,增 加

７５５５％(图１).与此同时,科学基金项目受理申请

数由３．４万项增加到１８．２万项,增加４３５．３％,流动

编制项目主任规模随科学基金项目受理申请数的增

长逐步递增的趋势明显(图２).在科学基金项目受

理申请数大幅增加,而固定编制工作人员增加相对

缓慢的情况下,流动编制用人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人员紧缺的现实状况,保证了科学基金项目受理

申请和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推动科学基金事业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员规模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数据来源:２００２—２００９年数据来自科学基金资助与

管理绩效国际评估综合证据报告[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数据

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度报告[６].

图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和流动

编制工作人员规模关系图

３．２　特征分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间,基金委累计聘用流动编制项

目主任２７２人,详细特征见表１.从性别上看,男性

１９１人,占７０２％,女性８１人,占２９８％.从聘任时

年龄上看,集中在３１—４５岁的年龄段,占比９３％,
年富力强.

从工作部门和岗位分布看,流动编制项目主任

主要集中在科学部和部分职能局(室)的项目管理岗

位.在项目管理岗位工作的流动编制项目主任共

２５３人,占比９３％;其中,在科学部工作的共２４０人,
占比８８２％.

从职称和接受教育程度看,流动编制项目主任

具有高级职称比例高、教育程度高的特点.从职称

分布看,高级职称占比为９６３％,其中正高职称１１７
人,占比４３％;副高职称１４５人,占比５３３％;中级职

称４人,占比１５％.从接受教育程度看,流动编制项

目主任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共２５７人,占比９４５％;硕
士１２人,占比４４％;本科３人,占比１１％.

从政治面貌和来源看,流动编制项目主任党员

比例高,主要来自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流动编

制项目主任中中共党员为１９８人,占比７２８％;各民

主党派１６人,占比５９％;群众５８人,占比１７３％.
流动编制项目主任单位性质来源分布较为广泛,１８４
人来自高等院校,占比６７６％;５７人来自科研院所,
占比２１％;３１人来自医疗系统,占比１１４％.

表１　流动编制工作人员状况(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人数
百分比

(％)

人口学特

征分布

性别
男 １９１ ７０．２
女 ８１ ２９．８

年龄

３０岁以下 ７ ２．６
３１—３５岁 ７０ ２５．７
３６—４０岁 １２９ ４７．４
４１—４５岁 ５４ １９．９
４６岁以上 １２ ４．５

工作部门

和岗位分

布

部门
职能局(室) ３２ １１．８
科学部 ２４０ ８８．２

岗位
综合管理岗位 １９ ７
项目管理岗位 ２５３ ９３

职称和教

育程度分

布

专业技术

职务

正高级 １１７ ４３　
副高级 １４５ ５３．３
中级 ４ １．５

教育程度

博士 ２５７ ９４．５
硕士 １２ ４．４
本科 ３ １．１

政治面貌

和来源分

布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１９８ ７２．８
其他党派 １６ ５．９
群众 ５８ ２１．３

原工作单

位

高等院校 １８４ ６７．６
科研院所 ５７ ２１
医疗系统 ３１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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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流动编制用人制度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尝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编制

紧缺的现实困难,为基金委提供了新的、较为稳定的

人力资源来源.流动编制项目主任９４．５％具有博

士学历,９６．３％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他们都是经过

公开选拔的来自学术一线的科学家,具有扎实的学

术功底,良好的科学素养,敏锐的学术判断力.流动

编制用人制度发挥了人才集聚的作用,稳定了科学

基金管理工作人力资源供给来源.

４　科学资助机构流动编制用人制度的思考

４．１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推动了科学基金共同体的

建设与完善

　　科学基金共同体是指所有直接参与科学基金工

作的各方面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分工协作、有机联

系形成的泛科学基金组织,包括“四支队伍、三类机

构、两大系统”.其中四支队伍是指研究专家队伍、
评审专家队伍、科学资助机构干部队伍以及依托单

位、联络网、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的有关管理人员队

伍;三类机构指作为科学基金四支队伍来源的基金

委、依托单位及其联络网、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和联合

资助机构;两大系统是指包括申请者、承担人和评审

专家在内的专家系统以及管理服务系统[７,８].流动

编制工作人员来源自各类机构,在原单位属于专家

队伍、评审专家队伍或管理人员队伍,在科学资助机

构工作期间属于基金干部队伍,流动编制用人制度

促进了科学基金共同体内各队伍、各机构、各系统之

间的交流,有利于凝聚基础研究的共识,引领基础研

究的创新,遵循基础研究和基金科学管理的规则.

４．２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有效地促进了隐性知识

传递

　　科学资助机构作为科学项目的申请、评审、立项

和验收部门,需要依赖于知识不同和技术不同的专

业人员,是典型的知识型组织.科学项目的评审流

程和规范等知识寄存在文档、技术之中,很容易表达

和标准化,属于显性知识;科学前沿领域的理解以及

对学科评审专家综合能力的判断和评估等知识寄存

于组织认知、技能之中,这类知识具有较强的语境根

植性,难以被转移和结构化,属于隐性知识.科学资

助机构作为科学基金项目管理部门,科学基金的管

理人员需要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同时能够把握科

技前沿领域,并对该领域的科学家具有较为全面的

了解.固定编制工作人员与流动编制工作人员的共

事与交流,有效地促进了隐性知识自然流动和畅通

传递,有助于保持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对科学前沿

领域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对科学基金事业的健

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４．３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实施中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流动编制用人制度使用上整体做到了依规管

理,并在管理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制度实施

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由于流动编制工作人

员主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等依托单位,人事关系、
工资关系等均在原单位管理,职务、职级晋升等未来

职业发展仍依赖于原单位,利益关系密切.依托单

位获得基金项目的诉求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流动编制

工作人员参与项目管理工作造成压力,由此可能带

来“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９],无论是哪个国家的

科学资助机构都要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针对这样

的现实问题,可以从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两个方面

着手解决.一方面,着重加强制度建设.首先,建立

工作承诺制度.所有在岗的流动编制工作人员均须

签署«工作人员承诺书»,承诺廉洁自律,客观公正履

职,严格执行评审过程的保密规定,不泄露未公开的

评审专家相关情况和项目评审的有关信息,不干扰

评审专家独立作出学术判断,通过制度建设形营造

风清气正评审环境.其次,加强谈心谈话制度和关

心关怀制度.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激励流动编制

工作人员担当作为.另一方面,加强流动编制工作

人员聘期内的监督管理.首先,在流动编制工作人

员管理上,形成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管理机制,
增加学术的荣誉和惩戒并行机制.让流动编制项目

工作成为个人学术生涯的一项荣誉,对其工作贡献

予以认可和肯定,对违规操作的人员给予严厉的学

术惩戒和责任追究,完善符合科学基金的用人制度

体系.其次,加强对依托单位的管理,通过核定间

接费等管理手段,进一步落实依托单位对流动编制

工作人 员 的 管 理 责 任,有 效 推 进 科 学 共 同 体 的

构建.

５　结束语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大突破期、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期、
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通期、全球科技创新版图

的深度调整期、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重要攻坚期.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挑战,基金委要在充分调研、理
性判断后果断采取改革措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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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基础研究发展之路,大力提升源头创新能力,构
建面向时代的科学基金体系[１０],为夯实世界科技强

国建设作出根本性贡献.为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

一支政治素养高、服务意识强、专业素质好、清正廉

洁、求真务实、创新进取的高素质专业化科学基金管

理队伍.已经实施多年的流动编制用人制度为基金

委在解决人力资源不足问题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
在制度实施中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和制约因素.新

时代的科学基金事业需积极探索更加灵活的用人制

度,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需要,根据科学基金

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定位,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

选人用人机制,为新时代科学基金事业发展提供用

人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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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isaperiodtodeepenandoptimizeSciＧtechsystemreformandinnovationsystemconstruction,

anditisalsoanimportantperiodofstrategyandopportunityforfundamentalresearchdevelopment．To

pushfurtherdevelopmentofChinesecharacteristicsciencefoundationinthenew era,wethinkitis
necessarytohaveasystematicsummaryforrotatingprogram directorinstitution．Inthispaper,we
analyzedrotatingprogramdirectorinstitutionon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ofUSAandJapanScience
andTechnologyAgency．WealsoclassifiedtherotatingprogramdirectorinstitutioninNSFCasthree
stages:tentativeinstitutionstage,standardinstitutionstage,andtransformationalinstitutionstage．Furth
more,thescaleandcharacteristicsofrotatingprogram directorfrom２００２to２０１６areanalyzed．For
rotating program directorinstitution,it constructs scientific community which promotesinvisible
knowledgetransfereffectively．However,ithassomepracticalprobleminimplementationofrotating
programdirectorinstitution．itneedsimproveinstitutionconstructionandsupervision managementfor
rotatingprogram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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