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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充分尊重科学研究规律，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

人财物自主支配权，让他们放开手脚、自由探索，才能最

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创造出更多的新知

识、新技术、新发明。

◎本报记者 陆成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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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伟大伟大变革变革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技创新作为人类创造性的智力活动，

有其自身的规律。

只有充分尊重科学研究规律，赋予科研

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让他们放开

手脚、自由探索，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人

员的创新活力，创造出更多的新知识、新技

术、新发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扩大科研自主权，拆障碍，破藩篱，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扩大科研自主权的政策，不断

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放权赋能，力图打破

束缚科技创新的‘条条框框’。”中国科学院科

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说。

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

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扩大科研人员的人

财物自主支配权，为科研工作“减负松绑”；

《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

的若干意见》出台，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依法

依规行使科研相关自主权，全面增强创新活

力、提升创新绩效、增加科技成果供给……

肖尤丹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些改革举

措一脉相承，持续释放扩大科研自主权的预

期，减轻了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调动了科研

人员的创新积极性，让科研人员能够把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之中。

减负放权“政策红包”
点燃创新热情

岁月的车轮一往无前，但总有些时刻注

定会成为永恒。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明确要求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

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是

近年来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之一。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中央、国务院

不断加大科研相关领域简政放权的力度。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科

研领域扩大自主权改革的破冰之年。

这一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

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在项目预

算调整、劳务费用管理、间接费用管理、结余经费

使用等五个方面赋予单位一定的自主权。

2015年，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2016 年，国务院印发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若干规定》，比较系统明确地放开了跟科

技成果转化相关的科研自主权。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明确保障科技成果转化自主权和

成果转化收益自主权。科研机构有权自主决

定要不要成果转化、用什么样的方式转化、成

果转化要不要经过上级部门批准等问题；更

重要的是，科研机构不仅有权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而且法律明确转化的收益也归其所

有。”法学专业出身的肖尤丹一直高度关注科

研领域的相关立法工作。

在肖尤丹看来，科技成果转化自主权是科

研自主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立法保障科技成果

转化自主权，是保障科研自主权的重要一环。

2016 年，中办、国办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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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放预算调剂权限，实行部门预

算批复前项目资金预拨制度。

扩大科研自主权改革，翻过一山又一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2018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科

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

步提出，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

机制，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

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2019年起，在批准资

助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试点实行

“包干制”，给予项目负责人更大的自由度。

“这些为科研人员减负放权的‘政策红包’，

提高了科研效率，激发了人才活力，点燃了创

新激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陈学

雷由衷地为自主权改革点赞。

在肖尤丹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科研

自主权的改革有着“双管齐下”的特点。在赋予

科研机构更多权利的同时，科研管理部门也在按

照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不断

推动科技管理职能转变，简化程序、简化流程。

给经费“松绑”莫让
“花钱”桎梏扰创新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离

不开科研人员的自由探索。因此，促进科技

创新，扩大科研自主权尤为关键。”北京理工

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络攻防对抗技术研究所所

长闫怀志指出。

然而，没有经费使用的自主权，科研自主

权就很难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改革和创新

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

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

经费服务。

为了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让科

研人员告别“经费烦恼”，国家这些年不断深化中

央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领域的“放管服”改革。

2021 年 8 月，国家再次为科研资金的使

用“松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

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从扩

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完善科研项目

经费拨付机制、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等 7个

方面提出 25条举措，为创新放权，赋予科研人

员更大经费管理自主权。

《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

若干意见》对不符合科研规律的经费管理规定

之破除力度，可以说是大刀阔斧。文件甫一发

布，就引发了科技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是自 2014 年以来国务院第四次就中

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工作做出专门部

署，体现了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在当前全

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的基础性、关键性和

全局性地位。”肖尤丹说，这更彰显国家对改

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优化科研管理体制的

坚定决心和久久为功的定力、耐心。

肖尤丹表示，这些改革举措进一步稳定

了科研人员投身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的

长期预期，为保障基础研究、推动科研管理基

础改革夯实了稳定保障的制度基础。

与工程建设活动不同，科研活动不是刚

开始就能够完全计划好的，在具体研究过程

中，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但是，以往项目经

费管理制度要求详密的预算，比如未来三年

开几次会、搞几个批次的试验活动，都要在预

算里说得清清楚楚。科研人员私下吐槽：“为

了拼凑这个数字得花好大功夫，感觉自己不

像是科学家，倒像是个财务。”

“新的经费管理办法比以往更加灵活了，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这符

合科研活动规律，是一件‘松绑’的好事。”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卢方军对扩

大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赞叹不已。

“有些科研项目的实施周期比较长，可能

需要 5年以上，项目开始之前就计划好购买哪

个设备不太现实，这次改革中提到的简化预

算编制，会给我们的实际科研带来便利。”卢

方军进一步指出。

闫怀志也是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改革的

受益者，他以自己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课题为例，介绍了改革给自己带来的获得感。

“我们课题组非常幸运，课题执行期间，国家

在财务报销和审计、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验收结题

等方面简化项目管理，发放减负放权‘套餐包’。

正是这些举措让课题团队从填报表、跑审批等复

杂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投

入到研究中，让科研人员回归和聚焦科研本身，

有力地推动了课题进展。”闫怀志说。

同时，卢方军也强调，政府管理部门在赋

予科研单位自主权的同时，也要探索追责机

制，对研究单位的整体经费使用效益和规范

性、科研诚信等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再根据评

估结果决定是否延续研究单位的经费自主权。

落实法人自主权 激发
科研机构内在活力

随着科技创新向纵深推进，不少科研人

员反映，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越

来越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求。

问题就是工作的导向，也是改革的突破

口。改革的“硬骨头”再硬，也必须“啃”下来。

2019 年 7 月 30 日，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

主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这是一个回应科研人员呼声、指明方向、破旧

立新的重要文件。

针对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中存在

的一些突出问题，《若干意见》提出了接地气

且可行性强的操作办法和解决方案，使扩大

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更加有规可依。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从事探索性、创造性

科学研究活动的主力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首先需要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

学自立自强，关键是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

主权，使其真正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

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党群工作处副

处长贾宝余表示。

《若干意见》明确完善章程管理。主管部

门要按照中央改革精神和政事分开、管办分

离的原则，组织所属高校完善章程，推动科研

院所制定章程，科学确定不同类型单位的职

能定位和权利责任边界。高校和科研院所要

按照章程规定的职能和业务范围开展科研活

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建立高效运行管理机

制。主管部门对章程赋予高校和科研院所管

理权限的事务不得干预。

“通俗地讲，就是科研机构要按照章程办

事，把章程作为科研机构管理运行的基本遵

循，避免出现把章程写在文件中、挂在墙上、锁

在抽屉里的情况。”在肖尤丹看来，完善章程管

理，就是落实法人自主权，让高校和科研院所

独立行使权利，独立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这对于高校院所来说，能够进一步激发机

构活力，强化科学决策，为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创

新构建稳定健康的发展环境。”肖尤丹认为。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气科院）

人事处处长于飞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

类似的想法。2019 年 10 月，中国气象科学院

南京分院挂牌成立。“正是因为被赋予了法人

自主权，我们才可以调整内设机构，更好地吸

引人才，开展科研攻关。”于飞说。

于飞表示，当前，气科院每年接收毕业生

的指标有限，特别是“进京指标”有限，而设有

气象相关专业的院校较少，且主要在京外。

另外，由于北京生活成本较高，毕业生选择到

在京科研机构工作的意愿较以往有所下降。

这些都给气科院的队伍建设带来一定困难。

通过建设南京分院，气科院可用好已有的

编制，并在用人机制上进行新的尝试，每年通过

引进人才、接收毕业生、招收博士后在站人员等

方式逐步扩大重点学科领域的队伍规模，并与南

京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更紧密的合

作，可以更好地破解气象核心攻关难题。

下放技术路线决策权
让科研人员自主调整

“以前，在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时，都

需要科研人员预先提出相应的技术路线，一

旦审批通过，就要按照该路线来执行。”

谈起科研人员没有技术路线决策权的日

子，闫怀志感慨不已，“那时候，主管部门批复

的项目实施方案，对技术路线规定得很死。”

但是，科研目标的达成，必然有一条或若

干条技术路线。特别是，进入基础研究的深

水区，意味着前面没有可以照搬的技术路线，

没有已经画就的指南。

“项目开始研究之前提出的研究方案和

技术路线，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为技

术进步、原方案路线存在不足等，需要进行必

要的调整。然而此前，这种调整往往需要走

繁复的手续，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很多时候

只能无奈遵照并非最优的原定路线。”闫怀志

直言，这种与科学研究规律不相适应的科技

管理办法，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也不

利于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果。

对此，陈学雷也深有同感。“以往，科研人员

在写项目任务书的时候，会预先把未来完成这个

项目所需要的工作步骤、技术路线等列清楚；项

目审批通过后，就要按照已经列好的技术路线执

行。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如果想调整技术路线，

需要走复杂的审批手续。”陈学雷说，有时候手续

太复杂，或者是需要的时间太长，科研人员就会

觉得还不如不用最佳方案，反正项目能够完成就

行，这很不利于提高科研质量。

如今，科研人员再也不用担心能不能对

技术路线进行调整了。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

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指出，赋予科

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科研人员具有

自主选择和调整技术路线的权利。

“现在，允许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上有更

大的自主权，能够方便我们在找到最佳方案后

快速决策，有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主人翁’意

识，增强科研人员工作激情和创新活力，产生

更多的创新成果。”陈学雷说。

更重要的是，多位采访对象都强调，有了

技术路线自主权，科研人员也只是在项目实

施期间，有权调整具体的技术路线。但这种

调整或优化的前提是，不能改变原来的研究

方向，不能降低原来的项目申报指标。

“好比你要前往人民大会堂，如果既定的路线

中有部分路段修路，你可以选择绕行，但是前往人

民大会堂的目标不能改变。”陈学雷形象地说。

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
助科技创新加速向前

千招万招，不能落实就是空招；千条万

条，无法落地就是“白条”。

在普遍肯定扩大自主权改革突破的同

时，这些放权赋能之举能否落到实处，真正让

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享受到改革带来的“阳

光雨露”，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在扩大科研自主权方面，国家近几年发

出一系列的‘政策红包’，科研人员在激动之

余，最关心的还是政策落地的问题。”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袁亚湘呼吁，各方一起努力，切实把

这些好政策落地、落实、落细，增强科研人员

的改革获得感。

从 2009 年开始从事财政科研资助体制

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

研究员阿儒涵，一直关注着扩大自主权改

革的落地落实情况。她直言，“虽然国家出

台了很多扩大科研自主权的政策，将自主

权下放给各科研机构，但是仍然存在着政

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不到位问题，各机构

对政策的把控不一，使得科研人员的获得

感并没有想象中的强。”

事实上，对于好政策落地问题，不但基层

科研人员关心，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强化改革

举措落地的制度保障。

比如，在推进自主权改革过程中，一些部

门反映，在具体政策执行中还存在一些疑点、

难点，主管部门和高校、院所的权责边界还不

十分明确，不同部门落实自主权改革政策的

步调不统一，自主权下放在个别部门还不充

分。部分院所顾虑较多，害怕因用权而担责，

不敢主动承接已经下放的自主权，尚未充分

享受改革的红利。

针对各方面的关切，今年年初，科技部等

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

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问答手册》（以

下简称自主权《问答手册》），将自主权改革中

的机构运行管理、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绩效

工资分配等 4 方面 14 项具体改革举措，细化

为 32条问题，逐一进行详细、权威解答。

针对基层难以接权的问题，进一步明确

了主管部门和高校院所各方面的管理权责，

推动科研自主权下放；针对基层不敢接权的

问题，细化了政策条文和操作性规定，为高校院所依法合规用权强化制度保障；针对

基层用不好权的问题，面向高校院所详细说明如何主动承接已经下放的自主权，帮助

高校院所“接得住、用得好”。

在阿儒涵看来，四部门联合印发自主权《问答手册》，旨在打通自主权政策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让改革举措真正落地见效，是推动科技政策扎实落地的又一项具体举

措。

同时，科技部等四部门还将推动自主权《问答手册》宣讲解读工作，并组织开展自

主权改革典型经验案例交流，以印发和实施《问答手册》为抓手，深入推动自主权改革

落实落地。

再比如，在推动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落地方面，《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

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专门提出要求，明确“有关部门要聚焦科

研经费管理相关政策和改革举措落地‘最后一公里’，加快清理修改与党中央、国务院

有关文件精神不符的部门规定和办法”。

同时，《若干意见》出台后，财政部发布的政策解读中，明确要求《若干意见》发布

时，尚在执行期内的科研项目，由项目承担单位统筹考虑本单位实际情况，并与科研

人员充分协商后，确定是否执行新规定；《若干意见》发布后，新立项的科研项目按照

新规定执行。

在阿儒涵看来，《若干意见》最突出的特点是“包产到户”。“每条措施后面都有一

个明确的责任主体，责任已经具体到人了。这就有利于政策落地，有利于打通政策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阿儒涵说。

“这些扩大科研自主权的好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需要有财务、审计、纪检监

察等多个部门配合。”袁亚湘强调，这就需要各部门对相关精神有统一认识，厘清边

界，清理修改不符合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精神的规章制度，真正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

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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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何让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图为图为
20222022年年22月月2727日日，，L-SARL-SAR 0101组组BB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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