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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形成强大的科技实力，既是关键之举，也是决胜之要。中央财政始终

将科技创新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财政科研经费对科技创新发展具有基础性、引导性和全局

性支撑作用。管好用好科研经费，更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科技事业发展，愈发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

有力地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促进了科技事业发展。去年出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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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方面提出 25 条“硬核”举措，为科研经费“松绑”，赋予科研

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贯彻落实《意见》，管好用好科研经费，需要以构

建良好的科研生态为目标，重点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

首先，要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处理好财政与市场、社会资金的关系。在对重点领域加大支

持力度的同时，创新投入方式，激发市场活力，撬动社会资金，加强导向作用。一是围绕国家整体科

研布局，做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经费安排。二是拓宽研究经费投入领

域和渠道。发挥财政经费的杠杆效应和导向作用，吸引民间资本支持科技创新，促进基础研究与需

求导向良性互动。三是创新财政经费投入方式，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中实施研发活

动后补助、服务运行后补助。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引领激励作用，处理好财政科研经费管理者与使用者的关系。减负放权，

松绑激励，探索更为宽松和柔性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方式，更好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一是推动

项目管理部门提升科技管理能力，对项目能实现有效遴选甄别，选出好项目，给出恰当合理的经费

额度。二是项目承担人是项目与经费的承担主体、责任主体，在符合科研项目管理意见等规章制度

下，应该在项目预算编制以及经费使用上拥有一定自主权。三是平衡好项目承担单位管理要求与科

研人员经费使用自主权，避免项目承担单位在科研经费管理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推动单位内

部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实现科研经费管理的刚柔并济。

第三，要加强制度保障，处理好政策制定与有效落实的关系。一是在政策制定时更加注重统筹

与科学。充分统筹吸纳财政部门、项目管理部门、项目承担单位、审计监督部门，特别是科研工作者

的意见建议，制定出符合科研事业规律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二是探索科研经费管理的负面清单制

度，明确科研经费执行中的“禁区”和“红线”，在清单以外，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三是更加注重

配套制度的合理全面。要从更高层级上理顺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与财政预算、科技与教育政策、审计

规章制度等的关系，形成政策合力，最大限度为科研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消除经费管理责任的

不确定性。四是构建制度的容错和自我纠错机制。在创新探索中出现的问题，要在下一轮政策执行

评估过程中，弥补漏洞、完善制度。

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及使用各相关方，要胸怀“国之大者”，真正务实担当，要以宽松适度、科学

合理的经费管理制度为激励，以审计规范和绩效评价为约束，不断完善制度的激励相容和内在统一

性，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创新活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管好用好财政科研经费  
促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特约评论员｜费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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