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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国家出台多项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政策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能,释放科研人员

创新活力.各单位也陆续落实相关改革红利,但仍存在部分措施落实不到位、科研人员获得感不强

的问题.本年度国务院３２号文件以及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颁布,项目

资金管理更加开放包容、更加尊重科研规律,将 “放管服”改革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本文在

总结前期复旦大学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放管服”改革做法的基础上,分析新办法对于依托单位项

目资金管理整体思路带来的重大转变,以期为各依托单位落实新形势下项目资金管理改革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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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投入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支持方式.自

国家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要求在２０１２年[１]提

出以来,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一直是科技体制改革的

主要途径之一.根据国家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

服”改革的政策和精神[２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尊重科研活动规律

和科研人员需求,于２０１５年制定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６],并在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９
年间陆续发布了若干补充通知[７１０],整体从优化预

算科目、取消直接经费科目预算比例限制、提高间接

费用比例、下放预算调整权限以及规范结余资金管

理等方面对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作出了调整和

完善.

这些改革措施有力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造性

和创新活力,促进了科技事业发展.但仍然存在部

分 政 策 落 实 不 到 位、经 费 管 理 刚 性 偏 大 等 问

题[１１,１２].由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１〕３２
号)[１３](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于２０２１年８月发布,

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改革掀开了新的篇章.随后

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出台了新版«国家自然科学

王浩　硕 士,助 理 研 究 员,复 旦 大 学 科 学

技术研 究 院 项 目 管 理 中 心 主 任 (副 处 长

级),长期从事国家 和 地 方 各 类 科 技 项 目

管理工作,参与相关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推

进,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研管理.

基金资助 项 目 资 金 管 理 办 法»(财 教 〔２０２１〕１７７
号)[１４](以下简称“新办法”).新办法着重扩大“包
干制”项目范围、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科目、提高间

接费用比例,也对项目依托单位完善相关制度、落实

改革成效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上述项目资金管理“放管服”不断推进的情况

下,依托单位面临着旧文件的改革精神还未全部落

实、新文件新要求已至的局面.本次科学基金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的修订,正好为依托单位统筹考虑出

台系列制度与举措,全面落实放管服文件精神,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本文通过介绍依托单位现有落实前

期“放管服”改革要求的代表性做法,结合笔者对于

新办法的理解,提出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转变的

新思路,为各依托单位扎实落实新办法各项改革精

神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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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期项目资金管理改革的措施

科研人员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复旦大学在落实

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中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为目标,
以尊重科研人员科研活动的规律为原则,以“宽政

策、简过程、牢监督”为手段的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指

导思想;充分尊重科学家需求,适当放宽经费管理限

制、简化经费管理流程,充分赋予科研人员经费使用

自主权;强化政策宣传,完善项目资金全流程管理服

务的供给,提高科研人员在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

下的获得感;在尽量不打扰科研人员、不额外增加工

作量的基础上,加强经费使用规范监督,守住科研经

费使用的底线.整体旨在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营
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复旦大学结合自身实际,
从以下四个方面落实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的主体

责任,确保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接得住、管得好.
１．１　健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

健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调整、整合或增设部门

机构实现科研经费全过程协调管理.财务管理部门

成立科研经费管理办公室,其职能包括科研经费的

政策制定与咨询;项目预决算管理;项目支出审核;
配合审计与其他科研项目相关管理部门衔接等.该

办公室与财务管理部门内其他科室以及学校科研管

理部门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相对独立,既有明确分

工又配合协作,而且也同时满足了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中不相容岗位分离的要求.学校成立科学技术研

究院,整合原有科技处、医学规划与科研管理办公室

等部门相关职能,统一全校科技工作的管理与协调,
强化组织策划,规范业务流程,加强全校力量的协调

和统筹,为校内多部门科研经费协作管理奠定基础.
学校还成立了融合创新研究院,针对重大科研任务

提供具有创新模式的组织管理和支撑服务,为重大

科研项目跨学科实施跨部门管理建立个性化保障体

制.这些部门、机构的调整或增设,构建起科研和财

务管理部门之间的桥梁,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专业

化的科研经费管理服务.
１．２　完善校内管理制度,切实落实文件精神

学校对于科研经费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集中核算、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学校于２０１７年

制定了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内部权责、强调部门

联动,要求学校科研、财务、资产、人事、审计等职能

部门在科研经费申报、使用、管理与监督的过程中,
各司其职、协同合作.该办法政策落实到位且实操

性强,还包含了直接费用、间接费用、经费外拨管理、
结余经费管理等等针对不同经费科目和不同管理流

程的具体实施细则作为附件,为科研人员用好用准

科研经费给予充分的指导.学校还作为第一批依托

单位制定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点经费使

用“包干制”管理办法.该办法尊重不同学科特点并

充分信任科学家,除学校管理费用外其余科目均不

设比例限制,并充分运用项目负责人承诺制与项目

决算公示等多种负担较小的经费管理监督手段,整
体释放出科研活力与效率.根据若干次下放预算调

整权限的政策精神,学校还实施了项目资金预算调

整、经费外拨分级审核流程简化的方式:除设备费以

外,单个科目１０％以内的预算调整权限完全交给项

目负责人,无需审核;经费外拨也建立起相应的处理

方式,根据金额不同采取不同要素、不同层级的审核

流程.
同时,学校亦紧跟部分“放管服”改革针对在研

项目适用的优厚政策,及时将各项补充性的调整措

施落实到位,将改革红利第一时间传递给科学家.
如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和２０２１年１１月

两次允许依托单位对于早期获批项目的间接费用比

例在与项目负责人协商的基础上,根据最新办法予

以调整;学校均于文件发布当月即着手落实了相关

调整工作.
１．３　持续加强“放管服”宣传引导,确保科研人员

“知用合一”
　　科研人员对于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相关改革

措施的知悉和运用程度,是改革落到实处的风向标

和晴雨表.在实施科研项目负责人、二级单位分级

管理的基础上,管理部门充分利用各类会议、印刷

品、公众号等形式,加强对科研人员和二级单位管理

人员的宣传引导,确保各项改革措施知悉领悟、落实

到位.如定期组织召开面向院系管理人员及项目组

成员的业务培训会议,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科研经

费管理的最新政策与制度进行解读;重视科学基金

项目计划书填报阶段预算编制指导和审核,为项目

立项后经费的具体执行保驾护航;利用校园网、微信

公众号等传播媒介对相关政策及案例进行宣传和讲

解;编制财务及资产管理手册等印刷品,以问答的形

式对学校财务制度、全生命周期资产管理制度的常见

问题进行解答和说明,并结合代表性案例进行解释.
１．４　强化科研经费管理信息化建设

学校通过信息系统优化实现为科研人员减负松

绑的目的.学校将科研项目管理系统融入财务管理

系统,通过实现科研项目、经费信息在线上受引导地

有序流动,极大地减少了相关信息重复填报的繁琐

和线下文件流转的不便.具体措施包括允许项目负

责人在科研经费管理系统上多层次、多科目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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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地授权,方便项目组指派不同角色成员操作经

费支出流程;建立科研经费到款、预算调整、财务报

销等全流程线上申请与审核制,减轻科研人员项目

过程管理负担;财务报销推行无接触、无现金支付式

报销,相关报销材料和票据只需一次非接触式投送,
之后全程信息化跟踪直至报销完毕;经费决算无需

手动归类实现系统直出.同时科研管理系统与财务

管理系统的无缝式数据对接,使得项目负责人、项目

所在院系单位、依托单位财务部门及科研管理部门

均能掌握科研经费实时动态,实现了全过程多层面

实时数据共享、共管.
这些改革举措初步形成了学校“预算编制有指

导、经费使用强服务、支出决算重监督”的科研经费

管理态势,以项目资金规范化、清晰化的管理,使科

研团队从项目过程管理中解放出来,提高项目资金

管理效率,使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

科学研究本身,而且有利于各相关责任部门与个人

密切合作、掌握实时动态,实现全流程留痕管理.

２　新形势下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思路

转变

　　本次«若干意见»的出台,是继２０１６年«关于进

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

意见»[３]以后国家再次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

金管理”为题发布的整体性、全局性的第二份改革意

见,是针对这五年来资金管理改革不到位以及科研

人员反应比较多的问题的集中总结与调整,标志着

科研项目资金“放管服”改革到了一个新高度.新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也很好

地响应了«若干意见»的改革精神,为依托单位项目

资金管理留出了充足且开放的余地,这对于依托单

位项目资金管理的思路和能力都是一个新的考验.
由此,依托单位应从根本上转变改革思路,落实改革

举措,承担好“加强和优化资助项目资金管理,保障

科学基金安全高效使用”的主体责任.具体来说,应
做到以下几点:
２．１　从被动落实到主动作为的转变

往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出台科研经费管理的新政

策与新举措,依托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和学科

特点对于一些比例适当做出约定,然后制定适用于

本单位的相关制度并予以落实;整体上依托单位层

面的“自选动作”并不多,这是以往面对“放管服”改
革的常规做法[１２].但本次新办法通过扩大项目经

费包干制范围(涉及每年４０％以上的获批项目)、预
算制项目合并预算科目及简化预算编制和调剂手

续、结余资金不再收回等几条重大改革举措,从本质

上将科学基金项目资金具体管理的大部分权限赋予

了依托单位.依托单位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服务、管
理、监督项目资金的使用;科研人员对于“放管服”改
革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同时执行过程中预计也会有

更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往各单位简单

以过程管理做减法、监督检查做加法来作为落实上

级文件“放管服”改革精神的相对被动的做法[１５],已
经不适应于新形势下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依托

单位应当根据新办法的要求,统筹协调科研管理、财
务管理、审计等部门优化和完善内部管理规定;创新

服务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主动了解科研经费管理

各方遇到的问题,建立起主动感知、动态监控、适时

调整的灵活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整体上真正把“放
管服”进一步落到实处,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２．２　从强化预算管理向规范支出管理的转变

以往对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中“管”的理解,
更多的是关注预算管理规范化,普遍认为预算管理

是经费管理的关键;要求项目资金预算的编制、执
行、调剂应当从科研实际出发,并且有据可依[１６].
但是,科研项目预算明细的确定性与实际科研活动

支出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本质矛盾.面对这样的

问题,本次新办法规定包干制项目无需编制预算,预
算制项目直接费用中除５０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外,其
他费用只提供基本测算说明,不需要提供明细.这

样的方式更加尊重科研规律,从源头突破性地解决

了前述矛盾.不过,这也使得项目预算在执行过程

中的可参照性大幅降低,对于依托单位以往以预算

为核心的项目资金管理体系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依托单位以往通过加强预算管理来打通“放管服”中
“放”与“管”之间矛盾的解题思路,也已不再适应新

形势下项目资金管理的要求.因此,依托单位应及

时、准确地响应这些变化,从强化预算管理模式向以

尊重科研活动规律为原则的支出管理模式尽快作出

转变,为无预算说明或简单预算下的项目资金规范

支出保驾护航.例如适当采取差旅费报销包干制在

内的支出管理方式[１７]来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能[１８];
完善项目资金“公务卡”支付结算管理;建立动态的

科研经费支出负面清单制度等.上述从强化预算管

理向规范支出管理模式的转变,也将为今后无预算

型或者预算简约型的科研项目审计或其它形式的监

督检查,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并提供完善的支撑

保障.
２．３　从重视报销监管向加强风险点监管转变

以往依托单位对于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中
“管”的理解,还集中在了科研经费报销合规性、合理

性的监管上[１９].近年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监督检查



　
第３５卷　第６期 王浩等:新形势下依托单位科研经费改革的实践与展望 １０４１　 　

过程中,超范围、超标准列支项目经费被列为是首要

常见问题.由此,近年依托单位着重加强经费报销

环节的规范管理,从严从紧对于项目支出相关票据

的合规性、合理性进行审核.上述针对报销环节的

严格监管确实对于杜绝科研经费支出不规范的的现

象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在“放管服”全面升级的背

景下,在充分相信科研人员、赋予科研人员自主权的

倡导下,在新办法新增第二十七条项目资金管理使

用十项禁止性行为的前提下,资金监管的重点已经

不应再是对项目经费支出流程的全过程掌控,而是

通过对经费支出中个别关键风险点的把控,来对于

经费支出真实性、相关性、合理性、公允性有的放矢

地进行监管,既减少了监管对科研活动的影响,又防

范了关键性风险.另外,对风险点监管的加强应极

力避免采取“多支笔”[１７]等增加科研人员负担的方

式.这些都给依托单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
根据本次新办法中对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中禁止行为

的描述以及笔者总结,加强风险点监控的方式包括:
更加明晰新形势下项目负责人承担项目资金管理的

主体责任并加以宣传;严格建立经费转拨、劳务费发

放中是否存在关联业务的声明、承诺制度并加强审

核;将项目大额支出明细及项目决算在内部一定范

围公示,引入群众监督;定期抽查项目报销凭证,开
展案例教育;建立科研经费使用信用制度并妥善运

用[２０]等.
２．４　从分散式服务向一体化服务转变

从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初始,各依托单位一

直强调服务是核心和内涵[２１].服务优化越到位,
“放管服”改革红利就越大,科研人员获得感就越强,
就能更加促进基础研究及科技创新阔步前行.前期

加强项目资金服务的改革举措,更多的是分散式,常
常落脚在局部某个环节,未能形成一体化全方位的

服务模式[２２].现在这种思路已无法适应“放管服”
改革能级全面提升以后的新要求.科研经费管理一

体化服务体系首先应通过信息化手段打破项目资金

支出管理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充分减少科研人员

投入科研经费管理的人工和时间成本.一体化服务

还体现在项目资金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管理,包括

预算编制与调剂、经费认领和支出、电子凭证录入、
经费决算、结余经费管理等各个环节,以信息化手段

在实际操作中将所有主体的管理及使用行为进行通

盘考虑,赋予相应的职责职能.更进一步,一体化服

务应体现在依托单位内部涉及科研经费管理的所有

主体的协同,包括科研、财务、人事、资产、采招、审
计、院系等相关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以及项目负责

人、项目组成员、科研财务助理等科研经费使用的主

体的一体化协同.例如可通过相关部门及科研人员

代表联席会议的形式,建立全要素协同的科研经费

管理协调机制.

３　结　语

依托单位应深刻认识到本次新办法的出台标志

着科学基金项目资金“放管服”改革已经翻开了新的

篇章,依托单位对于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认知和举

措应从根本上进行转变,积极迅速地落实改革要求.
各依托单位应以全新的思路,坚持尊重科学规律和

科研人员自主权的原则,创新服务方式,增强科研人

员“获得感”,促进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向主动型、
风险管控型、规范化、一体化的全方位管理服务体系

迈进,为科学基金事业、为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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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recentyears,thegovernmenthasissuedanumberof “Streamling Administrationand
Delegating Power,Improving Regulation,and Upgrading Services”policiesin scientific research
administrationtoenhancetheefficiencyofresearchfundsandreleasetheinnovativevitalityofscientific
researchers．Universitiesandresearchinstitutionshavealsoimplementedrelevantpolicyreformdividends
oneafteranother,buttherearestillproblemsthatsomemeasureshavenotbeenimplementedandscientific
researchershaveaweaksenseofgain．Inthisyear,theStateCouncilDocumentNo３２andthenew
“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ProjectFund ManagementRegulation”werepromulgated,which
weremoreopenandinclusive,morerespectfulofscientificresearchrules,andthereformof“Streamling
Administrationand Delegating Power,Improving Regulation,and Upgrading Services”inscientific
researchfunding managementhasbeenraisedtoawholenewlevel．Onthebasisofsummarizingthe
previousreformpracticesofFudanUniversityinthemanagementofresearchfunds,thisarticleanalyzes
themajorchangesoffundmanagementconceptbroughtbythenewregulation．Itishopedthatthisarticle
canprovideareferenceforalluniversitiesandresearchinstitutionstoimplementthe managementof
scientificresearchfundsunderthenew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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