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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创新是实现产品更新换代的核心环节。推动科技创新，需要一定的科研经费来提供资金保障
和人力支持。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着“经费分配低效、经费管理无序、经费使用违规”等问题，严重滞碍了科技
创新的进度。为规范科研经费使用，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必须在分析科研管理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积极
推动科研经费管理机制创新，发挥好制度保障作用，真正激发科技创新的活力，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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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core link of implementing product upgrading．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quires a certain amount of fund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to provide financial security and manpower support． However，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fund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uch as low － efficient allocation，disorder
management，illegal use，etc． ，which obstructs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progress seriously．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use of fund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fund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actively promote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manage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tection system，reall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 of the manage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and provide the intelligence support to realize “starting up private enterprises，bringing forth
new ideas by millions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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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央财政性科研经费的投入不断增加 。但是，由于科研经费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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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还不够完善，经费拨付方法还有一些弊端，导致科研经费仍然存在诸多使用和管理上的问题 。

一、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聚焦
1． 经费分配低效、项目产出效益不高。科研经费分配往往只是在项目申报时粗略估算。 大量基金
由政府部门控制，“条块分割”严重，各资助机构沟通协调不力。 各部委在申请管理中存在门户亲疏之
别，优先照顾本系统内或关系较为亲近的科研单位 。 科研经费的低效配置，导致经费拨付“异化 ”现象
的产生。这种经费异化主要体现在，“微观层面这些异化现象就蜕变为两种矛盾的存在形式 ： 赢者通吃
［1］

与赢者诅咒现象”， 即获得科研经费较多的单位往往科研成果还不强，存在着“科研经费产出效益不
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益差”等问题。科研经费分配低效，易形成科研经费分配的不良循环，凸显科研资
源稀缺。特别是由于科研经费分配随意、盲目与低效，容易导致科研经费大量流失，科研经费使用缺乏
平衡、协调、持续，项目存在松紧不一致，随意性较大，导致经费资助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并且广撒
“胡椒粉”的做法，不能真正发挥科研经费的作用。
2． 经费管理无序、项目进展调配脱节。目前，在一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重视争取科研经费，
但轻视科研经费管理的不良现象 。一些主管部门出于风险控制及利益考虑 ，将财政拨付的科研资金滞
留，配套资金普遍不足、不到位，或存在交叉配套、脱节的现象，导致科研经费运行效率不佳。 由于一些
科研项目前期监管统筹不到位，导致项目研究随意性较大，“验收 ”环节在实际操作中几乎都能通过，即
使偶尔有通不过的，他们也有较多的应对办法。此外，部分项目进展迟缓，审批程序繁琐，科研人员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应付诸多冗余的项目检查和花费大量的精力填写各种表格 。由于经费管理存在着诸多
问题，导致课题立项的时候存在着重复立项的情况 。 从管理体制角度来考察的话，我们可以知道，“高
［2］

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政策导向松懈 、管理制度不健全和项目与经费管理脱节上的问题 ”。

3． 经费编制失实、项目跟踪监管滞后。近年来，审计部门在各高校科研项目审计过程中发现，科研
经费跟踪检查几乎形同虚设，主要表现在“科研经费支出核算和使用上欠规范，主要是支出核算不完
［3］

整、私用与公用未明确界定及经费结题不结账 ”。 一些科研单位为简化审查监督程序，置项目预算于
不顾自行调整预算数额，项目预算支出数与实际执行支出数额差距较大 。 一些科研人员凭经验估算申
报项目，经费到位后也不立即执行，而是绕开预算，不合规范支出报销，甚至于将经费用于自身的日常开
支。一些科研人员在财务管理部门对科研项目缺乏细致了解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私自变更课题经费
范围、扩大课题支出、超标准提取管理费，科研项目的预算无法监督执行。由此可知，“科研经费预算管
理存在经费预算和支出标准规定不科学 、经费拨款和项目结账管理不完善、投入机制和信息平台不健
［4］

全” 等问题，需要加大项目监管力度。
4． 腐败频发，项目经费滥用现象严重。 科研经费一度曾被很多人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的“唐僧肉 ”，
因而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随意花钱 、虚开发票、用经费送礼等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研经费腐败、
科技经费补贴返还潜规则化，违规干预专家评审、项目立项、经费安排等现象依然普遍。 一些科技主管
部门利用手中科研经费调配的权力 ，通过权力寻租的办法从科研经费中获取灰色收入。 科研主管部门
通过串通，由基层科研单位申报课题取得科研经费，而后将经费转移至其他地方，或按一定比例进行
“返还”分配。科技主管部门通过列支与课题无关本应由科技主管部门负担的差旅费 、各项补贴费等挤
占科研经费，弥补自身行政经费缺口，或虚列会议费支出、虚报办公用品、虚构差旅费支出等等，来侵占
科研经费。
5． 经费使用失范，项目支持发展乏力。在少数科研单位，还存在着科技经费浪费严重，科研仪器设
备“大量闲置”与“重复购买”并存的现象，无形中使得完善科研基础设施的任务较为艰难 。 值得指出的
是，我国科研人员的整体待遇不高，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如果大量的科研经费流向设备厂商和各类实验
试剂的制备公司，则会“挤占”科研人员的劳务补助部分。因为，参与国家课题的科研人员劳务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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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比例不高，课题组正式编制成员则是不允许列支劳务费用。 这种科研经费使用“失范 ”的管理行为，
缺乏合理的激励动力，导致科研项目进展乏力，科研人员懈怠，迫使大量优秀科研人才外流到别的国家
或别的领域，严重浪费了人力资源。这种课题制科研的问题集中在忽视科研人员的劳动投入，“科研人
［5］

员与之相关的费用比例问题”是“被质疑和讨论频率最多的问题 ”， 严重损害了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
性。

二、科研经费问题的成因剖析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的出现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为“管理理念出现偏差、审批环节出现漏
洞、监督举措不够严密”等，这些因素不同程度上降低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
1． 科研项目申报程序模糊。有些科研经费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合作团结意识 ，部门间统筹乏力，定位
不清，目标任务也不明确。由于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小农意识，学术咨询与决
策缺乏沟通协调，缺乏有效的信息公开联动机制，导致科研经费拨付没有形成成熟的划拨机制，忽略了
科学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导致科研经费划拨呈现“摊大饼”式分布和“寡头式 ”分布两种极端形式。“摊
大饼”式分布往往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科研资源的高度集中，则在边际效用递减规
律作用下，经费使用效率愈加低下，抑制了经费功能的发挥。
2． 科研项目管理体制落后。科研单位普遍积极争取科研项目，但对科研经费管理不重视，缺乏科研
支出与成本意识。由于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监督缺位，科研内部控制审核监督机制的管理工作就没有
到位。科研工作的性质决定，科研项目因为理论性强、综合性高、研发周期长，管理人员难以对经费支出
的细节进行过程控制，有些科研管理单位不愿创新管理机制 ，往往就放弃了监督管理工作。科研管理的
机制没有跟上，就会导致科研预算形同虚设，没有约束力，不能有效应对科研经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例如，高校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中，由于“财政部、教育部没有制定统一的高校科研经费财务制度 ，项
［6］

目管理与经费管理脱节、科研经费的预算失去约束力、科研经费管理中没有成本核算机制 ”， 大大削
弱了经费管理监督的约束力。
3． 科研项目信息监管缺位。科研经费预算管理意识淡薄、预算分配缺失、预算执行不力，最后导致
科研项目决算编报不实。项目管理与经费管理脱节，科研项目缺乏业务管理部门、财务部门和科研人员
责权利相结合的整体联动机制。科研经费成本预算管理滞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项目评审不够重视，
“重成果轻预算”现象普遍，为申报项目获取资金才进行预算编制 ，造成项目承担单位“凑预算”、“补预
算”，项目预算缺乏科学性、可行性和操作性，使得跟踪监管无法到位。 科研经费的编制多沿袭过去的
预算标准，科学性、合理性较差。科研经费的预算支出数与实际支出数不相符等 ，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
与控制。
4． 科研经费审计问责不到位。目前，科研经费来源呈“纵向专业化、横向多元化 ”的格局，也带来对
［7］

科研经费管理审计愈加复杂的问题 。 科研项目财务审计缺乏兼具科研技术与财会审计知识的复合型
人才。审计人员多知识结构单一，只能对科研经费的支出进行形式审计 ，无法满足科研经费财务审计的
需要。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科研经费监督机制欠完善。评价与考核制度不完善，存在重过程管理轻目
标管理，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科研经费审计问责不到位是由于科研人员对于科研经费存在观念 、专
业、预算三个误区，对科研经费的实质缺乏认识，“私有”观念浓厚； 对科研经费支出管理制度缺乏了解，
违规违法使用经费时有发生； 对科研经费预算不重视，重项目争取轻预算编制，重课题研究轻预算执行
［8］

等。

5． 科研经费设置违背人本理念。由于现行科研管理机制中，研究的间接成本和劳务报酬政策不合
理，科研经费支出分配比例的一些规定难以施行 。科研项目重视设备使用而忽视人员的劳务付出 ，经费
支出用于人才培养和人员薪资的比例较低 。科研项目间接费用比例不高，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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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激励性绩效相关支出比例较低 。科研人员的智力付出在得不到很好体现，超量付出得不到合理补
偿，在此基础上一些科研人员观念的误区 ，研究动机的异化，科研诚信的缺失，造成科研的损失也就在所
难免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加强科研队伍建设、激励科研人员上还有欠缺，科研间接费拨付比
例偏低、人员费比例不高。

三、科研经费问题的解决之道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易发多发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着力，但最关键的还是完善制度
建设，因此，科技创新必须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应该重点从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成果转
［9］

换、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等方面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系 ”， 用好制度保障，真正激发科技创新活
力。
1． 统筹经费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李克强总理强调，“首先，我们要创新科研投入机制，保
障经费充裕和科学使用”。“科技创新也需要企业来推动研究。”“要让财政投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要充分认识到科研经费手段与工具的定位，使科研资金进入良性
竞争，进而整体改变经费资源的使用效率 。对于一些重大、公益性项目要提前资助，保证项目进度。 积
极推进科技创新资金来源的多样化 ，逐步形成“政府资助、产学结合、助成财团 ”等方式不断扩大科研经
费的总量。同时，积极加大使用环节的监督力度，力求“好钢用在刀刃上”，发挥资金效益最大化。
2． 创新科研管理体制，提高项目服务水平。基于公共政策理论、预算管理理论、协同理论的分析可
知，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体系构建实践必须注重制度机制 、预算管理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学习培训机制、
［10］
诚信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等七大机制。 “对于各种形式的科研经费，都应引入专业、严格的预算

管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再做到简政放权，“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适度下放项目自主调整权，创新
科研管理机制，按照既便于科研工作提高效率又保证科研产出规范管理的原则 ，正确对待科研经费使用
管理问题，使科研财务管理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
科研经费预算要真实、合法、科学、准确，研究制定符合创新活动规律的科研项目评审制度，提高预
算监督管理效率。规范科研经费预算调整流程，实行动态管理调整机制，给予科研机构更多的预算调整
自主权。允许经费根据项目需要在合理区间进行上下浮动 ，并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进行客观评估。 因
此，高校科研经费应实行精细化管理 ，在不断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基础上 ，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管理，完
善服务流程。
3． 建立项目信息平台，跟踪监管科研全程。统筹规划，整合现有科研信息资源，创新管理手段，完善
系统人、财、物整体功能和监督管理环节，建立科研单位、项目主管、财务审计等共享的信息平台，实现经
费预算管理、支出过程管理、内部审计的统一。对全部的科研项目实施抽样审计，实现科研项目全过程
信息管理与服务，做到互联互通一体化。科研真正做到信息共享，公开透明，以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务
质量。通过建立网络管理平台，实现科研经费的相关信息与财务的有效对接 ，规范项目全过程的跟踪、
管理、监督，让项目信息平台来管人、管事，用平台来降低风险、促进发展。对科研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实
行有偿调配、专人负责、统筹使用。可以探索“建立科研项目项目管理和经费管理的信息平台，利用网
［11］

格化形成科研经费管理信息的实时集成 、共享和利用，以建立项目全过程的跟踪监管”。

4． 完善主体问责制度，强化评审重点事项。要建立科学的项目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绩效评估，注重
科研经费使用效益。继续完善科研成本核算机制，建立健全课题结账制度。 明确科研经费管理的责任
主体，厘定责任主体的具体职权及相应责任。 建立健全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科学划分权责，完善“权责
清晰、各负其责、运转高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 ”的监督问责机制。 建立
健全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跟踪制度 ，对科研经费中出现的违纪行为，要按其权责进行处理。
加强科研管理的内控制度评审、真实性合法性评审、效益性评审。重点关注科研经费内部控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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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完善。建立健全科研经费支出、成本、效益等考核评价，重点关注真实合法性、效益型的评审，以促
进科研管理部门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堵塞或减少因内控不严造成的问题。 要促成科研财务管理与科研
管理有机统一，采用交叉办公的形式，实现科研经费的使用进展情况在各部门环节无缝对接 。完善信息
公开制度，对科研经费的支出、成本、效益进行审核公示，完善监督机制，通过日常监督和专项重点监督
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各方对科研的监督合力。
5．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加强科研管理队伍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科研管理队
伍。强化对科研项目负责人、财务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经费使用的业务指导，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的业
务能力，充分发挥科研经费引导促进作用 ，提升科研机构管理服务水平。根据信息时代知识产权保护的
要求，加强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创新科技收益分配，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管理制度。
完善聘用人员的劳务费补偿力度 ，积极支持科技人员靠智力创新致富 ，对从事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的
科研人员，建立相应的收入保障机制，加大科研人员劳务补偿机制，尽量让科技人员依靠自身发明创造
合理合法富裕起来，着力形成科技创新的社会用人导向 ，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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