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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完善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制度, 提高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中央财政设立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予以中央高校稳定支持和自主支配。目前关于竞争性支持下的科研项目管理模

式已有大量研究, 但针对高校稳定性支持及竞争性支持结合的管理模式缺乏系统研究。以暨南大学为例, 分析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模式并探讨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为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完善提供理论

支持和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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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Departm ent o f finance in the centra l governm ent estab lished the Fundam enta lResearch Funds fo r the cen

tra l universities wh ich supp ly the centra l universities susta inab le suppo rt and a llow them distributew ith autonomy, aim ing

at im prove the un iversity sc ientific research expenditure system s and advance un iversities capabilities to innovate inde

pendently and foster top- tier ta lent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stud ies on them anagem entm odes o f sc ientific research pro

jects by competitive suppo rting; however, system a tica l research on the managem entm ode of sustainable support is spa rse.

T ak ing Jinan Univers ity as an examp l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m anagementm ode o f the Fundam en tal Research Funds for

centra l un iversities and exam ines problem s faced in practices, wh ich prov ide theo re tica l underpinn ings and em p ir ica l ev i

dences for the explora tion and im provement o f them anagem en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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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30多

年, 中国科技管理体制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作为科

技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也

进行了多次探索, 并对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在

内的科研实体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大体来说,

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并

经历了两次演变: 科研计划经济 (稳定支持 ) 科

学基金与科技计划 (竞争支持 ) 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 (双轨制 )。
( 1)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 计划经济

体制下的科研经费管理也沿用同样的逻辑, 一批大

科技项目得以集中力量实现, 而 大锅饭 的分配

体制既保证了科研经费的稳定支持, 也使科研效率

不高的问题日益暴露。

( 2) 改革开放以来至 90年代初, 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同时, 1986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成立与 1986年 863 计划等的实施, 为

竞争性支持提供了平台, 使以竞争性支持为主的科

研资助体系初步建成。

( 3) 为缓解过度竞争性支持诱发的一系列问

题, 以 1993年提出的 211 工程、 1998年提出的

985 工程和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 等为代
表, 科研经费支持的 两条腿 开始并立, 特别是

2008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以下简

称基本科研业务费 ) 的实施, 使科研经费 双轨

制 的色彩进一步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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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指出, 在竞争性支持日渐成熟的情况

下, 如何稳定支持基础研究, 就成为基础研究经费

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 1]
。还有学者认为, 在科技计

划支持的同时, 建立稳定的科研事业费制度是科研

项目主体单位对承担单位付出的间接成本的必要补

偿, 也是完善高校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
[ 2 ]
。

例如英国高校科研经费资助就通过 双轨支持系

统 ( dua l support system ) 予以实现, 实行 两条腿

走路 : 一条腿是英国教育部通过高等教育资助理事

会, 根据大学规模和定期 科研评估 ( RAE ) 结

果予以资助; 另一条腿是科学与创新办公室通过 7

个研究理事会, 基于同行评议对竞争性的科学项目

或计划进行资助
[ 3]
。

为了完善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制度, 提高高校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 中央财政在

2008年设立基本科研业务费, 予以中央高校稳定支

持和自主支配。基本科研业务费使高校拥有充分的

自主权, 并有助于 双轨制 的巩固, 但如何提高

管理效益, 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使其发挥最大效

益是关键问题。即便是在英国, 有学者就指出 双

轨制 早已过时并造成许多问题
[ 4]
。双轨支持系统

导致管理体系重叠和管理成本攀升, 两条腿各自的

目的和意图模糊不清, 它们对不同经费支出的责任

也不明确, 而这种越来越严重的不平衡也亟待重构

大学科研资助体系
[ 5]
。

目前关于竞争性支持下的科研项目管理模式已

有大量研究, 但针对高校稳定性支持与竞争性支持

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仍然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对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模式进行探讨, 重点

剖析暨南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总结管理实践中遇到

的问题, 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模式的探

索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

1 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概况

青年科研人员是科学研究的后备军和生力军,

是创新思想的重要力量。我国各大科技主管部门都

意识到青年科研人员的重要性, 纷纷设立青年专项

资金, 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环境。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青年科研人员申请科

研项目的主要途径之一, 但是其平均资助率仅 25%

左右, 远远不能满足日趋增长的青年科研人员要求。

中央财政设立基本科研业务费, 用于支持高校开展

自主选题科研工作, 经费由各高校自主安排使用。

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针对青年科研人才, 为青年科

研人员的成长提供了更宽松的成长环境。

2008年, 国家财政投入 1亿元对 14所高校试

点; 2009年, 国家财政投入 15亿元, 对 92所中央

高校拨付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在 92所中

央高校中, 教育部所属高校 73所, 其他部委 19所,

其中: 985高校 38所, 211院校 45所, 非 985及非

211院校 9所, 有 69所高校是 2010年中国大学排名

前 100名的大学。中央高校情况各异, 各校都根据

自身的实际情况设立专项资金。

为规范和加强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 提高使

用效益, 财政部与教育部于 2009年 9月共同制定了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 暂行办法 对资助对

象、管理原则、各相关部门的职责进行阐述, 以下

简述之。

1 1 资助对象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对象主要是 中央级高

校青年教师和品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校

学生开展自主选题科学研究工作。支持对象一般应

在 40周岁以下, 适度支持引进正在国外学习工作,

年龄在 45岁及以下的专家学者 。科研人员的年龄

对科研能力有显著影响, 一般认为二者呈倒 U型曲

线关系。研究表明, 从 29 39岁是科研实力打造

期, 也是 黄金科研期 , 这个时期的科研实力快

速增长; 40 58岁是成熟期, 科研成果产出缓慢且

趋于平稳
[ 6]
。由此可见, 基本科研业务费对青年科

研人员资助是非常有必要的。

1 2 资助原则

基本科研业务费主要遵循 稳定支持、自主安

排、公开公正、统一管理 的原则。 ( 1) 基本科

研业务费稳定支持高校培养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

形成有益于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科研经费长效支

持机制 。 ( 2) 高校是基本科研业务费具体使用管

理的主体, 由学校根据本校基本科研需求统筹规划,

自主选题、自主立项、自主安排使用 。 ( 3) 由高

校按照科学民主的原则, 通过校内公开评议、公示

等方式进行遴选, 确保公正、透明 。 ( 4) 基本科

研业务费纳入高校财务, 按照部门预算的要求统一

管理, 分账核算, 专款专用。经费管理的相关标准、

用途等, 要与国家科研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相一

致 。

1 3 项目管理

在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分配使用方面, 各高校拥

有较大的自主权, 但 暂行办法 也规定各个部门

各尽其职, 充分发挥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

( 1) 每年财政部会同教育部负责根据财力状况、

高校科研开展情况, 并参照上年基本科研业务费项

目预算执行等情况, 综合测算确定基本科研业务费

年度预算总额以及分校金额 。 ( 2) 高校主管部门

负责本部门所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使用管理的监

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 ( 3) 高校是基本科研业务费

项目的实施主体, 负责拟订基本科研业务费使用的

总体规划以及分年实施计划, 做好经费的具体分配、

安排使用等全过程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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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体系可以从图 1得以说

明。财政部、教育部和主管部门对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予以拨付、管理和监督, 中央高校自主立

项、资助和管理; 与此同时, 科学基金和各类科技
计划也向高校科研人员提供不同渠道的经费资助,

与基本科研业务费共同构成了中央高校基础研究经

费管理体制。围绕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 亟待研究

如下三个问题: ( 1) 中央部门如何在各个高校分配

基本科研业务费并进行监督? ( 2) 中央高校怎样在

校内立项、分配和管理基本科研业务费? ( 3) 中央

高校如何协调基本科研业务费与已有科学基金和科

技计划的关系?

图 1 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体系

2 暨南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暨南大学是目前中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 是国

家 211工程 重点综合性大学, 直属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领导 (暨南大学的数据资料详见其官方网站,

网址为: h ttp: / /www jnu edu cn / )。该校在 2010

年中国大学排名第 54位, 在广东省排名第 3位
[ 7 ]
。

该校学科门类齐全, 涵盖文、经、管、理工、医学

等学科, 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教学科研

型高校。目前科研人员 3 084人, 其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 2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5人, 具有高级职称 418

人, 副高职称 816人, 具有博士学位 934人。其中,

30岁以下科研人员 351人, 30 44岁科研人员 1

690人; 4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占全校科研人员

70%左右, 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也是基本科研业

务费的主要投资对象。

2 1 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模式初探

自 2009年设立以来, 中央财政计划每年给暨南

大学划拨 1 200万元基本科研业务费。为规范基本

科研业务费的使用, 加强自主创新科研项目的组织、

实施和管理, 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培养造就

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 提高学校的科研竞争力, 学

校设立了 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 (以下

简称创新基金 )。学校成立 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

创新基金管理委员会 , 负责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的

领导和宏观管理工作, 管理委员会下设 科研培育

与创新基金管理办公室 。办公室专职负责创新基金

的申报、立项及中后期管理工作。经评审后的创新

基金项目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批后予以立项实施,

并报教育部备案。

根据实际情况, 创新基金分成人才和项目两大

板块。人才系列包括青年基金、杰出人才培育项目

和团队项目; 项目系列分为国家项目培育专项、前

瞻性与技术创新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软课题

项目。具体各类项目要求如下:

( 1) 青年基金。主要资助 35岁以下, 尚未独立

承担省部级以上各类科研项目的、在本校工作的、

博士毕业的青年教师以及有科研潜力的优秀在读

学生。

( 2) 杰出人才培育项目。目的在于为学校培养

杰出人才。主要资助主持过两个以上国家级项目

(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或主持

过 1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类项目, 或获得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或作为第一作者获得人文社科

省部级二等级以上奖励, 或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评价良好以上, 今后有望获得国家杰

出人才类项目, 或成为国家重大科研计划首席科学

家等的中青年教师。

( 3) 团队项目。目的在于培养以杰出人才为核

心的创新团队。根据我校的现实情况, 分领军团队、

优秀团队两个层面, 分梯度逐步进行培养。

( 4) 前瞻性与技术创新项目。重点支持年轻教

师开展瞄准世界科学发展前沿、具有重要科学意义、

学术思想新颖的前瞻性与基础研究项目, 以及以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重大需求和服务于地方区

域建设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和国际合

作研究项目。前瞻性与技术创新项目重点支持我校

重点学科、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以

及围绕着国家重大需求而开展的重大项目的预研项

目。前瞻性与技术创新项目将优先资助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 ) 围绕其研究方向开展的前

瞻与基础研究或技术创新与应用研究项目。

( 5) 国家项目培育专项。资助教师当年申报国

家级项目, 通过了通信同行评议程序并取得参加会

议评审或答辩的资格, 但最终由于名额限制而未获

资助, 有望在下一年度取得突破的项目。

( 6) 软课题。主要用于研究创新基金在运行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 研究创新基金的运行机制模式等;

研究创新基金的战略规划和指南设立; 研究学校前

瞻性学科发展规划; 研究科研管理信息化系统等。

创新基金给高校充分的自主性, 高校实现了从

原来被动申请到主动立项的重大转变。暨南大学创

新基金分为竞争性与非竞争性两种类型。国家项目

培育专项项目属于非内部竞争性项目, 只要满足申

报条件即给予稳定支持; 其余各类项目必须依靠专

家, 择优遴选, 属于内部竞争性项目。竞争性项目

经过集中申请, 组织校外专家进行同行会议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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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会议评审的项目再由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批后予

以立项实施。为确保评审质量, 杰出人才和团队项

目除了参加同行评议外还要进行现场答辩。

2 2 经验启示及政策建议

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是财政部与教育部对我国

高校科研经费分配的一个新举措, 专项资金 2009年

12月到位, 目前还没有经历完整的项目周期, 只完

成了申请及立项的程序, 项目的中后期管理及绩效

管理等问题还在实践中探索。怎样使基本科研业务

费在培养新的人才队伍、产出新的研究成果、发现

新的科研方向等方面发挥其最大作用, 是一个不断

探索的过程。经过第一年的探索, 我们以暨南大学

为例, 总结出一些经验启示。

( 1) 发挥自主安排优势, 灵活调整实施方案。

2009年暨南大学共申请创新基金 380项, 获资

助 147项, 平均资助率 38% , 其中青年基金资助率

高达 67 2%。按照申请者年龄分析, 45 50岁以上

申请者占 21%, 其中以团队项目占比例高达

76 9%。从获资助情况来看, 45岁以上获资助人员

占全校获资助人员 20% , 团队项目获资助高达

60%。由于 45 50岁这个年龄层次的科研人员是暨

南大学的重要科研力量, 因此该基金设立的时候没

有对申请者年龄有严格的限制。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 按照 暂行办法 规定

支持对象一般应在 40周岁以下, 适度支持引进正

在国外学习工作, 年龄在 45岁及以下的专家学者 ,

暨南大学创新基金资助对象年龄偏大。笔者认为项

目的设立要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申请指南应明确

申报者的年龄范围, 申报其他各类项目的年龄要求

原则上应在 40岁以下, 团队项目带头人的年龄相对

可以宽容, 但是团队平均年龄要有明确限制。

青年基金是一个启动基金, 主要针对有创新思

想但是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年轻人。此项目特点是

资助率高, 资助强度不大。新引进人才及留学回国

人员对本校或国内的科研环境不太熟悉, 但是他们

又具备创新思想, 启动基金让他们渡过科研磨合期,

更好地申请竞争性项目。管理部门应该对新引进人

才及留学回国人员予以适度的政策倾斜, 继续加大

青年基金资助率, 让受资助面更宽。

国家项目培育专项除了培育国家级科研项目,

还要加强对国家重大项目的前期培育。根据本校的

学科优势, 结合国家科技发展规划, 对研究基础比

较良好的项目进行培育。此类项目主要依据申报国

家级项目中落选项目的专家反馈意见, 并结合本校

学科发展情况, 对于评价比较好的项目直接给予稳

定支持, 不需经过校内竞争性遴选。这种操作可以

降低评审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但需要说明的是,

国家重大项目培育项目应该与面上项目培育项目在

资助强度上有所区别。

暨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 学科门类齐全, 应该

发挥其学校的优势, 组织交叉学科项目。交叉学科

项目在申报时面临学科选择的困难, 在评审过程中

也遇到很难选择合适评审专家的问题, 目前的同行

评议制度使交叉学科项目很难被专家认可。因此应

该设立交叉学科专项, 在政策上有所倾斜, 不能将

其等同于单一学科的项目申报及立项。

在项目管理实际操作层面, 项目类别太繁琐会

增加管理成本, 也会让申请者无所适从。例如, 前

瞻性研究项目就下设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及国际合

作等三大类别, 但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技术创新资

助的项目都是前瞻性研究, 国际合作项目也应融入

实质性研究。为了降低管理成本, 应按照类别归类,

统一申请、评审及立项。

( 2) 建立科学评审制度, 实现公平公正。

暨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各类项目评审均依

靠专家, 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 采取同行评议方式。

2009年, 由于创新基金成立紧迫, 评审周期很短,

因此第一轮项目评审就采取校外专家会评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评审周期很快, 专家与申请者之

间基本没有利益冲突, 评审相对比较公正; 缺点是

缺乏专家库建设, 难于在短时间内找到大量校外

小同行 专家集中评审, 而且会议评审时间较短,

评审项目数又比较多, 容易造成误判。

通过经验总结, 我们认为第一轮项目评审应尽

量采取函评, 第二轮项目评审采取会评比较合理。

专家函评时间要相对宽松, 让专家有足够时间评阅

项目并提出中肯意见。中央高校应该联合成立一个

项目管理联盟, 建立一个共享专家库, 使各校管理

人员可以在同行评审专家库中随机选取评审专家进

行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

( 3) 建立完善 双轨制 资助模式。

创新基金提倡稳定支持, 但是并非科技改革之

前的计划经济体制, 重走 大锅饭 的老路。实施

科技体制改革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 即利用有限的

科技资源鼓励科学家通过公平竞争择优遴选。当前,

竞争性支持已经成为我国项目资助的主要方式, 但

并非唯一方式。虽然竞争性支持有利于形成有序竞

争的科研氛围, 但它对促进基础研究发展较为不利。

由于竞争性项目的遴选主要依靠评审专家, 特别是

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项目一般很难被大多数专家

认可, 因此遴选出的项目只是大多数专家认可的创

新性项目, 其创新性也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 8]

; 竞争

性支持可能会导致研究工作的短期行为, 科研人员

疲于申请项目, 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科研活动; 此

外, 科研人员耗费大量精力申请项目和应付各类检

查, 甚至动用人际关系等非科学因素, 以至于出现

科学家竞争不过科学活动家的现象, 不利于良好科

研氛围的维护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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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性支持的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上的稳定

支持, 也就是建立完善 双轨制 的基础研究资助

体系, 是促进基础研究水平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提

高的一种值得探索的模式选择, 但实行稳定支持并
不是科研经费全部按照预算确定, 而是保证 50%以

上的科研经费并赋予最大的自主权, 同时辅以合适

的管理和评估机制, 确保科研经费得到最大效率的

利用。由此可见, 基本科研业务费的 稳定支持

既具有补助竞争性支持渠道的功能, 也带有将竞争

内在化 ( interna lizat ion) 的色彩。

( 4) 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机制。

暂行办法 指出, 主管部门应 定期开展对

所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实施情况的绩效评

价 , 有关绩效评价和检查情况将作为调整各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额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建立科学合

理的绩效评估机制, 是基本科研业务费设立的题中

之义, 也是完善稳定支持机制的重要举措。

就基本科研业务费而言, 其绩效评估大致包括

三个层面的评估: 一是高校对项目本身实施情况的

微观评估, 即一般科研项目绩效评估; 二是主管部

门对受资助机构 (中央高校 ) 资助与管理基本科研

业务费的整体绩效评估, 类似于英国的 科研评

估 ( RAE ) , 属于中观科研项目群评估; 三是国家

和社会对主管部门实施基本科研业务费情况的绩效

评估, 属于宏观科技计划评估。

从高校来看, 建立并加强各类项目绩效评估体

系, 是有效管理基本科研业务费的当务之急。从主

管部门来看, 如何开展各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执

行情况评估, 是推行绩效预算和绩效拨款的重要内

容, 而中央财政对基本科研业务费的整体实施情况

进行绩效评估, 也有利于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考察科

技资助格局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3 结论

2008年设立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是对我

国高校科学研究资助模式的重大改革及创新举措,

目前, 各受资助高校都在实践中探索并不断改进管

理方案并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态势。本文以暨南大学

为例, 分析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模式, 并探讨管

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为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模式

的探索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依据。本文的分

析表明, 应坚持采取稳定支持和竞争支持相结合的

双轨政策支持科学研究。对基础研究采取稳定支持,

辅以部分竞争性科研项目; 对应用研究引入竞争机

制, 进行竞争性支持。在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模式
的探索中应继续充分发挥高校的自主权, 研究有效

的管理机制及绩效评估机制, 促进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发挥最大效益。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

仅介绍了暨南大学的实践与经验, 未来研究可以选

取多所中央高校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和识别基本科

研业务费的潜在的最佳管理模式, 为基本科研业务

费管理模式优化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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