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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有关数据,本文对其信息公开实践及未来趋势进行梳理和分析,明确了当前信息

公开工作的进展及特点,回顾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的实践状况,分析了科学

基金信息公开工作发展的历史方位,旨在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科学基金信息公开工作提供合理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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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作为一个全社会运行过程中最重要的信息

发布和公开源,发布的信息涉及８０％的全社会信息

资源,它既是公众了解政府工作和社会新闻的直接

渠道,也是公众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作为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事业单位,其信

息公开与国家其他政府机关基本一致,同时又具有

自身的特点.科学基金信息的透明程度以及相关信

息获取的权限成为目前社会民主制体现的一个重要

侧面.
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科研资助机构,如英

国研究理事会(UKResearchCouncils)和惠康基金

会(WellcomeTrust)、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USA
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ustralianResearchCouncil)、加拿大魁北克研究基

金会(FondsdelarechercheensanteduQuebe)、德国

科学基金会(DeutscheForschungsgemeinschaft)、欧洲

研究委员会(EuropeanResearchCouncil)等先后制定

了科学信息开放获取的相关政策,促进了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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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科研成果的广泛传

播[２,３].与全球其他科学基金资助机构相比,我国

自然科学基金委早在２００８年５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施
行前就已经开始开展信息公开工作,较早地运用网

络政务平台公开财政信息和资助项目信息等[４].

２０１９年«信息公开条例»重新修订,在此背景下,如
何更好地推动和保障科学基金信息公开工作成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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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注的问题.

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文本分析法从基金管理的指导精

神、核心内容、工作进展、问题及展望五个维度进行

设计,主要参考了国内较为权威的信息公开分析方

法和文本分析要素,如郑烨、梅红等人发展的文本分

析法[５],肖博发展的信息公开模式[６]及２０１９年新修

订的«信息公开条例»[７]的逻辑结构.
考虑到公众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对于解读回

应、互动交流、移动新媒体的服务需求,本研究最终

形成了包括指导精神、核心内容、工作进展、问题

及展望五个维度的文本分析框架,构建了包括主

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两个维度,涵盖信息发布、网
站访问、网页访问量、传媒报道、网络公示干部任

免、资助项目、申请数量、解读回应、互动交流、移
动新媒体十个指标在内的数据分析指标体系,如
表１所示.

２　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工作进展

如表２所示,本文对从信息公开的指导精神、
核心内容、工作进展、问题及展望五个维度对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信息公开年度报告»进行梳理.具

体来看,２０１３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

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

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为指导,加
强组织领导,及时公布管理信息,完善信息公开管理

表１　科学基金信息公开分析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 科学基金信息公开

一级指标 指导

精神

核心

内容

工作进展 问题 展望

二级指标 主动公开 依申请

公开

三级指标 发布信息;网
站访问;网页

访问量;媒体

报道;网络公

示干部任免;
基金项目;解
读回应;互动

交流;移动新

媒体

申请

数量

和保密制度建设工作,加快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建立

立体宣传机制,通过电话服务平台和会议形式进行

政策解读和回应,强调理顺工作机制和拓展公开渠道;

２０１４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信息公开条例»制定

«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工作要点»,新增财政

信息公开,公开评审专家名单,推进科技报告制

度,通过多种形式强化政策解读和回应,强调修订

«信息公开指南»、细化«信息公开目录»;２０１５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２０１５年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为
指导,推进财政信息公开,新增基本支出预决算信

息,通过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系统向依托单位发布拨

款明细清单,细化评审专家名单公布流程,信息公

开目录增加包括政府采购、人事工作、依托单位、
表彰与处理等内容,强调健全依申请公开答复程序

化、规范化,制定信息公开负面清单;２０１６年,自然

科学基金委修订和完善«信息公开指南»,设立“项
目资金管理”专栏,加强科研成果公开;２０１７年,自
然科学基金委以«２０１７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为指导,增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和国家基础人才科学基金拨款情况,开始利用官

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信息,强调调整栏目设置,
细化公开内容;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开当年

度部门预算和上一年度部门决算,同时积极关注网

络舆论并做好处理预案,公布«会议评审驻会监督

工作实施细则».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自然科学基

金委在公开范围、公开渠道、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不

断推进和深化信息公开实践工作.随着网络化、信
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和国家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视程度

的不断增强,自然科学基金委逐步制定了较为规范

的«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将信息公

开内容从项目指南、管理办法、资助项目、统计资料

等传统类别向财政信息、政府采购、人事工作、依托

单位、表彰与处理等方面拓展,信息公开方式从以线

下为主发展到会议、电话、网站、QQ、微信五维一体

的综合信息公开渠道.

３　基于年度报告(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度)数据的

分析

　　通过对自然科学基金委历年信息公开报告的相

关数据进行分析,可发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信息公

开在哪些层面发生了明显变化.表３反映了十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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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整体框架

年份 指导精神 核心内容 问题 展望

２０１３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当前

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的

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

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信息公开

管理和保密制度建设,加快信

息公开平台建设,建立立体宣

传机制,积极进行政策解读和

回应

制度建设 不 够 完 善、信

息公 开 业 务 培 训 不 够

到位

理顺工作机制,加强

人员培训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４年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公开评审

专家名单,推进科技报告制度,
多种形式强化政策解读和回应

信息主动公开的力度需

进一步加 大,制 度 建 设

需进一步加强

修 订 «信 息 公 开 指

南»、«信息公开目录»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５年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增加基本支出预决算信息,向

依托单位发布拨款明细清单

依申请公开办理程序需

规范和明 确,信 息 公 开

负面清单需研究制定

健全依申请公开答复

程序,制定信息公开

负面清单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６年信息公开工作要点» 修订«信息公开指南»,设立“资
金管理”专栏,加强成果公开

信息公开 统 计 分 析、依

申请公开办理规范性等

方面有待提高

规范依申请公开办理

程序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７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 增加人才科学基金拨款情况,
利用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栏目建设 不 够 科 学,专

业性人才缺乏

调整栏目设置,细化

公开内容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８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公开资助管理政策,重点领域

信息公开,科学基金知识共享,
加强宣传,强化政策解读回应

主动 公 开 力 度 有 待 加

强,信息更 新 速 度 有 待

提高

加强督促检查,加快

信息更新速度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数据汇总

年度报告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主动公开 发布信息(条) ２８３８ ３６９０ ２１３７ ３２２９ ２８５８ １８１２

网站访问(万人次) ７５０ ７５２ ７５８ ９２２ １２８９ ４５８

网页访问量(万人次) ６２５０ ６２５０ ５３０９ ６３６６ ７３１６ １４０８

媒体报道(篇) ６４ ８０ ３７ ７３ ５１ ２６

网络公示干部任免(人) — 　 １２∗ 　 １５∗ ５７ ６０ １２１

基金项目 １６２１０７ １５７６３６ １７３０３５ １８２６１７ ２０２３１７ ２２５３５２

依申请公开 申请数量(条) ０ ３ １２ ２０ ２４ ７

　　注:该数据为２０１３年起的统计结果,空缺数据表明目前未能从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中获得,加∗部分为部分数据.

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方面

的变化趋势.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断调整和推

进科学基金信息公开工作,以每年的信息公开要点

为依据,较为稳定地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对外发布,
同时努力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媒体报道数量逐年下

降反映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弱化了与外部媒体的交流

合作.
从网站的访问量来看,伴随自然科学基金委信

息公开实践的调整和深化,２０１８年之前的访问量呈

现稳步增长态势,说明科学共同体及组织在这一时

期主要依赖网站渠道获取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信

息,但２０１８年相关数据出现断崖式下滑,原因在于

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外传播策略进行了调整;在移动

互联网背景下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引流了网络访

问用户,同时科学共同体及公众更倾向于通过移动

网络端获取资讯,如表４所示.

２０１６年２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自然科

学基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应运而生,自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１日开通时公开内容从仅有项目指南、通知通告、
年度报告等发展到提供资助项目查询接口、异议期

公示、人事信息等重点领域信息再到开辟图解基金、
科研成果、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等栏目,年均信息发

布５００余条.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微信订阅人数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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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门户网站

工作年度报表数据汇总

年度报表 类别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解读回应 解读信息发布(条) 　　７０ 　 ２９９

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

重大舆情数量(次)
０ ２６

互动交流 留言办理数量(条) ７６５ １６１

移动新媒体 微信信息发布量(条) ５９０ ５３０

微信订阅数(个) ９１５７７ １４７４２４

１７．１万,２０１８年产生４８６．８万阅读人次,说明微信

公众号已逐步成长为自然科学基金委政务公开、引
导舆论、政民互动的重要渠道.

从媒体报道数量来看,近年来相关媒体报道呈

逐年下降趋势,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宣传报道意愿弱

化,同时社会媒体对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的关注度

逐步降低.同期,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的依申请公

开的数量呈现小幅增加趋势,说明科学共同体及公

众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信息公开工作关注度上升,
总体数量不高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在

信息公开的内容、数量、范围、程度等方面做到了

尽量公开,２０１８年依申请公开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基金委加强了信息发布的

解读回应,不仅依申请公开数量减少,留言办理数

量也大幅下降.

４　近十年科学基金信息公开对比分析

２０１４年,西安交通大学郑烨、梅红等曾利用文

本分析法对«信息公开年度报告»(２００８—２０１２)进行

分析[５],提出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信

息公开的实践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本研究通过历

史数据的对比分析探究十八大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

信息公开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发展阶段.纵观自然科

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工作进展,可以从职能机构、规章

制度、平台建设、公开内容、公开形式五方面进行分

析说明,如表５所示.
从职能机构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自然科学

基金委以«信息公开条例»为依据,逐步组建了由委

主任为组长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长效

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
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公开管理办

法»[８];十八大以来在已有组织框架下继续加强组织

领导,加大主动公开力度.
从规章制度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自然科学

基金委从起草、编制«目录»«指南»等规章制度开始,
到修订«保密管理办法»,新增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内

容;十八大以来积极修订«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暂行规

定»«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流程»,规范和健全依申

请公开工作程序,加强督促检查,更加注重舆情监控

与应对.
从平台建设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自然科

学基金委推动信息公开与项目审批、电子政务等

各项工作相结合,同时设立软课题推进信息公开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实施对２００６年开通的“科
学基金共享服务系统”升级改造,并筹划开展国

家基础研究数据中心的建设工作;十八大以来持

续维护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提高批准结题项目

和项目成果的公开量级,建设完成并开通基础研

究知识库,资助成果研究论文向公众提供开放获

取,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向科学家共同体和公

众提供资讯服务.

表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与十八大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公开年度报告数据对比

年度报告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度

最大 最小 平均数 最大 最小 平均数

主动公开　 发布信息(条) ３３９４ ２４４５ ３０４０ ３６９０ １８１２ ２８００

网站访问(万人次) ６２０ １６０ ４０３ １２８９ ４５８ ８１２

网页访问量(万人次) ８０５９ １９８０ ５１４６ ７３１６ １４０８ ５３０６

媒体报道(篇) ８００ １７８ ４３８ ８０ ２６ ５５

网络公示干部任免(人) ６４ ４７ ５６ １２１ ５７ ６０

依申请公开 申请数量(条) ４１５ １７０ ２９４ ２４ 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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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开内容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信息公开范围从项目审批、年度报告、资助情

况等传统类别向干部任免(内网)、财政经费、人事招

聘等方面扩展;十八大以来继续扩大公开力度,先是

依规公开评审专家名单,接着细化了财政经费信息,
之后增加包括政府采购、人事招聘、依托单位、表彰

与处理、两会提案等信息公开内容.
从公开方式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自然科学

基金委初步建立了覆盖门户网站、内网、科学基金项

目管理系统、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媒体、邮件系统

六维一体的信息公开框架;十八大以来又新增了基

础研究知识库、媒体通报会、新闻发布会、微信公众

号等几种形式.

５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有待完善.«信息公开

条例»自２００８年施行以来,我国民主法治进程不断

深化,全面依法治国日益深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逐

步得到满足,这些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积极

作用的发挥[９].为了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提升

信息公开数量,优化公开质量,积极回应政府信息公

开的需求,解决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国
务院对«信息公开条例»进行了修订,自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５日起施行.在新环境、新形势、新条例下,自然科

学基金委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也应该相应调整和完善.
二是与媒体的互动关系逐渐疏远.从媒体报道

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媒体间形

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平均每年有４００余篇相关报

道;十八大以来媒体报道量直线下降,平均每年仅有

５０余篇,反映了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媒体的互动关系

逐渐疏远.
三是媒体平台建设有待推进和整合.在自媒

体尚未大发展前,政务媒体始终在“主流舆论场”
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权,如今在自媒体时代,对于关

键、重点信息,即使政务自媒体不发声、低调发声

或晚发声,其他自媒体只要获取信息源即会迅速传

播,由此导致虚假、歪曲甚至过度解读信息层出不

穷,反映出政务宣传、信息公开观念亟待调整,政
务媒体管理有待规范的问题.此外,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信息公开内容与政务服务相对分立、信息化水

平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公众的使用

体验.

６　对策与建议

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之一,自然

科学基金委在聚焦基础、前沿、人才,注重科研团队

和学科交叉,为全面培育我国源头创新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而科学基金的信息公开是提升科学基

金公信力、提高管理及业务部门工作透明度、促进政

务自律、保障科学共同体及公众知情权的一项重要

工作.当前,各科学基金资助机构在面临着科学研

究项目评审与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如何权威、公正地

遴选资助对象,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公开已成为科

学基金资助机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重大

课题.
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从政府信息公开运行机

制的一般规律与２０１９年新修订«信息公开条例»出
发,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信息公开制度十分必要.

６．１　积极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信息公开制度

新修订的«信息公开条例»主要包括三方面内

容,一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二是完善依申请

公开程序;三是强化便民服务要求,提高政府信息公

开实效,在具体条款中尤其强调扩大主动公开的范

围和深度、明确“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

则、提升信息公开在线服务水平等内容.为贯彻落

实中央的决策部署,保证信息公开的升级和落地,自
然科学基金委应同步开展相关组织建设和工作部

署,加强顶层设计,结合科学基金工作实际重新编

制«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健
全涉及变化的规章制度,如建立信息公开动态调整

机制,定期评估历史信息适时公开;健全依申请公

开管理流程,保障科学共同体及公众的知情权;适
度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提高信息公开绩效水平;
健全舆 情 监 督 机 制,做 好 信 息 公 开 的 舆 情 应 对

工作.

６．２　畅通媒体宣传渠道,促进信息公开透明

通过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增强组织与

社会的密切联系,同时也可以提高信息公开的透明

度.从新闻界来看,社会新闻也离不开政府机关发

布的消息.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进一步畅通媒体宣传

渠道,发挥好新闻媒体的公众平台作用,通过向媒

体提供新闻线索、召开媒体通气会、领导和专家学

者接受访谈等多样形式,不断扩大信息公开的覆盖

面和影 响 力,形 成 媒 体 宣 传 与 信 息 公 开 的 良 性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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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推进融合平台建设,提高在线办理水平

新系统、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能够有效改

善内部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够为科学共

同体及公众更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提供支撑[１０].
尽管传统公开方式如网页、新闻发布会等依然有其

优势,但以微信、客户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融合平

台系统等凭借其便捷性、响应性已经成为促进组织

与公众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方式,新«信息公开条

例»明确提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

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在此背

景下,自然科学基金委应遵循信息公开发展规律,积
极利用政务新媒体平台,强化发布、传播、互动、引
导、办事等功能,同时努力开展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工

作,推动信息公开平台、科学基金共享服务网、基础

研究知识库的融合式发展,实现信息公开效果的最

大化、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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