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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researcher apply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on the practice, and is a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Being the main carrier, the research institutes of som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 has 

functions of develop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ervicing for society. Every institute has own administration section, which 

decides whether administration service level updat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section function based on her work experience, and on the furth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administration service level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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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科学研究是将研究者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中，连接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纽带和桥梁。作为科研机构的科研

院所，承担着发展科学技术和服务社会的职能。而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工作是科研院所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科研管

理工作开展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科研水平的长足提高和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笔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就中国科

研院所的科研管理工作进行分析，旨在能够提出一点提高科研院所科研管理水平的浅见。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科研，管理，制度，激励 

 

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利用组织及其

成员赋予的权力为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服务,其实质与服

务是统一的。科研管理是管理的一大分支,服务是科研管

理职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讲,科研管理就是

为科研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管理

出效益、管理出成果的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接受。

本文是笔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就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

工作进行分析，旨在能够提出一点提高科研院所科研管理

水平的浅见。 

2222．．．．科研院所科研管理的范围科研院所科研管理的范围科研院所科研管理的范围科研院所科研管理的范围    

科研院所科研管理主要是对科研项目的管理，科研项

目管理的工作包括科研项目申请通知的发布、项目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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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管理、整理等，量多且繁杂。下面想简单分级别统

计一下科研项目的范围，以期能对科研项目有个简单的了

解。 

（1）中国国家级科研项目：包括973计划、863计划、

科技支撑项目及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

金项目等科技部下达的项目。 

（2）中国部委级科研项目：包括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项目、科技推广计划项目、“948”项目等国家所属部

（委、局、办）非科技主管部门下达的科研项目等。 

（3）中国省级科研项目：包括省重大科技专项、省

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优秀青年科

技基金项目、省年度重点科研项目、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省公益性科研专项项目、

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等由省科技厅下达的项目。 

（4）中国市厅级科研项目：包括省直属厅、市科技

管理部门下达的基础研究、重大技术问题研究、应用研究

等项目，省部所属厅（司、局）非科技主管部门下达的科

研项目，市（厅、委）所属局（处、委、办）下达的基础

研究、重大技术问题研究、应用研究等项目。 

（5）中国横向协作课题，指其他单位委托或合作研

究，经费由委托或合作单位资助，成果由资助单位采用，

未列入中国国家和地方科研计划的研究项目。 

（6）其他研究课题。 

纵观各个科研院所，其所涉及到的科研项目类型大都

囊括在此。科研项目的管理也就是针对这些项目来开展的。 

3333．．．．科研管理的方式方法科研管理的方式方法科研管理的方式方法科研管理的方式方法    

一般科研项目应全面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和项目合同

责任制相结合的制度。具体管理模式可以考虑管理部门

（科研管理处、财务处、科技信息中心）、业务部门和项

目组三级管理模式。就笔者所在的科研院所而言，其各个

部门各司其责，具体分工如下： 

（1）科研管理处作为院科研管理的统一归口部门，

负责各类科研项目的信息发布、申报、实施、结题、验收、

鉴定和报奖等环节的组织、管理和监督。 

（2）财务处负责对科研项目经费统一管理。 

（3）科技信息中心综合档案室负责对科研项目档案

统一管理，及后期的成果奖励办理。 

（4）各业务所及项目负责人负责各自业务范围的科

研项目的申报、实施、结题、验收、鉴定和报奖等具体工

作，并对所承担项目提供必要条件支持以及协调、督促工

作。 

目前笔者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工作已经初显雏形，但

是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系统，如果按照系统设计，则根据

使用对象，具体系统模块可安排如表1。 

表表表表1111 中国科研院所科研管理系统模块表。 

功能模块功能模块功能模块功能模块    子功能模块子功能模块子功能模块子功能模块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公共模块 用户注册、身份证验证、密码修改、退出系统等功能 

管理员模块 

系统管理信息子模块 对系统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等操作 

项目管理子模块 对具体项目的奖励、补贴等记录操作 

项目负责人信息管理子模块 

对项目负责人个人信息和科研成果信息（主要包括参加的项目、发表论

文、论著及获奖情况等）的添加、修改、删除、查询等操作 

项目组成员信息管理子模块 对项目组成员个人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和查询等功能 

财务管理子模块 实现对科研项目经费实时到账、开销的添加、修改、查询等功能。 

项目负责人模块 

项目负责人信息管理 

实现项目负责人对个人信息和科研成果信息（主要包括参加的项目、发

表论文、论著及获奖情况等）的添加、修改、删除、查询等操作 

项目组成员信息管理 对项目组成员信息的添加、修改、删除、查询功能 

技术人员模块 实现项目组成员对个人信息的添加、完善功能 

财务管理模块 项目经费管理子模块 实现对科研项目经费实时到账、开销的添加、修改、查询等功能。 

 

4444．．．．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4444.1.1.1.1....科研管理者服务意识不够科研管理者服务意识不够科研管理者服务意识不够科研管理者服务意识不够    

（1）由于每个科研院所各部门间所涉及的专业不同， 

而每个单位的科研管理者仅仅是二、三人，且专业素质和

水平参差不齐，很多管理人员只是行政式的办公，导致科

研管理工作难以有效开展。 

（2）科研管理者仅仅将科研管理工作作为自己的本

职工作来完成，没有将其与单位的发展定位相结合，即没

有充分认识到科研管理的重要性，难以提高服务意识，无

法为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服务。 

4444.2.2.2.2....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科研管理制度不完善    

一般来说，各个科研院所都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

相应的科研管理制度或者办法，提出相应的科研项目申报、

进度管理、经费使用、课题验收的管理办法。但是，科研

人员在研究过程中总会遇到新的问题。笔者在工作过程中

体会到，科研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

方面： 

（1）科研项目缺乏激励机制，科研人员难以积极开

展科研活动。众所周知，科研工作需要经费支撑。在项目

申报期间，由于国家的总经费有控制，造成最终下达的项

目经费会比原来申报时减少，导致科研工作开展起来困难

重重。受政策和条件限制，科研院所现在大多还都没有有

效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2）科研经费使用存在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科研经

费的使用难以按照预算执行，监督工作也难以有效开展。

首先，科研人员在科研过程中会遇到新问题，造成科研项

目没有结题或验收之前经费就已经用完或者科研工作已

经结束，但是科研经费仍有盈余，这样容易造成科研经费

使用的不合理不科学，对科研项目造成不良影响。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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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的技术管理和财务管理往往是分开的，使得科研

管理的前、中、后期的监督难以有效开展。 

（3）科研项目单位之间协作管理难以有效开展 

作为一个科研机构，其承接科研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决

定着单位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方向。一般国家和省部级项目

大多需要和协作单位共同完成，各个单位分配的任务不同，

项目执行进度也不同，项目承担单位各自有其不同的行政

管理体系和业务范围。项目工作任务分配后，按照相关规

定，项目经费也必须按时足额下发，这就造成了项目主持

单位很难通过经济手段有效地控制工作进度和质量。在这

种工作体制下，项目推进速度慢，质量难以控制都成为了

很现实的问题。这样许多科研项目在验收时，往往会出现

“木桶效应”，因为其中的一个单位不过关，影响了整个

项目的质量。 

5555....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对策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对策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对策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对策    

5555....1111....树立服务意识树立服务意识树立服务意识树立服务意识    

科研管理者应该摒弃落后的管理思想，转变观念，树

立全心全意为广大科研人员服务的意识，形成积极主动为

科研人员服务的作风。同时，科研管理人员更应该加强综

合素质的提高，掌握先进和科学的管理理念，运用管理理

念解决具体问题。单位更需加强对科研管理人员的在职培

训，提高业务熟练能力，鼓励并支持管理人员对外交流与

学习等。 

5555....2222....突出激励机制突出激励机制突出激励机制突出激励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科研出成绩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息息相关。因此，科

研院所应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激励科研人员开展科研工作。

科研院所更应根据自身的情况出台相应的政策留住人才，

培养人才，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主动性。同时对

于科技成果奖励出台更具有效果的奖励政策，包括资金、

职称、学习机会等，对科研管理人员也要给予一定的激励

与奖励政策。 

5555....3333....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完善科研管理制度    

科研管理制度的完善需要从科研院所的实际出发，积

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方法。制定科研管理制度之时，需

要借鉴相关兄弟单位的优秀管理经验，同时，也应该积极

与科研人员沟通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将意见汇总，

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进行研究，制定相应的解决办法。充分

调动各部门的力量，开展科研项目的前期、中期、后期的

项目进度检查和经费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制定政策加强产

学研结合，共同为科研做出贡献。 

6666....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中国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不仅需要科研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意识，还需

要合理可行的科研管理制度保障，这样才能使科学研究更

加有效地规避风险。科研院所的科研管理工作对科研项目

申报、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在工作中体会到如

果想要达到一种好的管理方式，可能最亟需的是建立科研

院所的科研管理系统，将制度融入于系统中，这样才能够

有章可循，更好的促进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相信在合理

的制度保障和科研管理者、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

国科研院所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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