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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研事业单位科技企业干部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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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事业单位所属的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加强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管理，

提升企业创新驱动主体能力，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需求是当前科技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文章结合
国家对企业监管的有关要求和科研事业单位科技企业的实际特点，分析了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
薄弱环节，探讨了加强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管理的机制路径，以期进一步激发干部创新创业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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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研 事 业 单 位 所 属 企 业 (以 下 简 称 “ 科 技 企

的重要性，指出要通过完善制度、强化领导、加

业”)一般是由单位创办、分化、形成，并按现代

强班子监督等方式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制度，

企业制度建立，集科研、生产、经营、推广于一

尤其是要加强对权力大、资源广、资金密部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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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科技型企业 。长期以来，科技企业不断强化

岗位的监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

自主创新、集成创新、成果转化、示范推广、产

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国企干部要对党忠诚，不

品营销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科技事业的快速发

仅要勇于创新、治企有方，更要做到清正廉洁。

展，并在国有资产增值增效、提升成果转化收入、

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党在人事工作与干部

激发科研事业单位人员活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管理方面的领导权，加强领导干部政治作风、品

用。科技企业既具有一般企业的经济属性，也具

德品行建设。当前形势下，要瞄准“四个关键”

有事业单位的政治属性，还具有创新发展的科技

——关键人、关键处、关键事、关键时强化监督，

属性，其干部人员管理有其自身特点和内在要求。

从难题入手探寻企业监管的突破口。

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新时代，加强对科
技企业的监督管理，尤其是强化对企业领导干部
的监督管理，是新时期推进科研事业单位党风建

2
2. 1

科技企业干部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的意识相对弱化

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企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企业运营

业创新驱动主体能力，适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需

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企业也逐步实现了从

求，推动事业单位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事业单位附属物转变为独立

1

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然而有的科技企业领导干

加强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的意义和重要性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建吏治工作。

部作为经营发展的核心，思想转变并未跟上，对
发展形势的把握相对欠缺，有的难以听取群众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的事物发展离不开

意见、难以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更有甚者，视

对领导干部的严格监督与管理，要从全局上高度

监督为不怀好意，搪塞、回避、阻碍群众自下而

重视其战略意义，并以此为遵循，推进新时代干

上的监督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影响。另外，有

[2]

部管理工作有序进行 。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

的科技企业行政作风未得到根本解决，一线群众

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了国有企业监管工作

人微言轻，意见不受重视，当然也有群众担心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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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压而不去主动监督，种种困难造成整体自下而上
的监督氛围不浓厚，缺乏主动监督的魄力与担当[3]。
2. 2

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的内容尚不全面
近年来，从严治党取得良好成效，尤其是在

廉洁奉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科技
企业从严治党工作也与中央保持一致，下大力气
搞经济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多途径强化对干部
的经济监察，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纪律建设、组
织成长、政治培养等党建工作[4]，从而导致部分干
部思想松动，以业绩之“大功”掩廉洁之“小
过”，重经济指标、轻政治考量，重薪酬奖励、轻
廉政教育，甚至一些专项检查止步于座谈会和报
告会，多展示工作业绩，存在的问题往往一定程
度上被弱化回避。
2. 3

科技企业干部监督体系有待健全完善
有的科技企业领导干部看似已处在全方位的

监督之中，既有党内监督，又有党外监督；既有
纪检、监察、组织、审计等专门机关的监督，又
有干部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既有上级、同级
的监督，又有下级的监督，但监督形式仍以传统
方法为主，即民主生活会、职代会、干部年度考
评和党风廉政检查考核等。这些传统方式在约束
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有效约束其权力运用方面发
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且监督主体之间大都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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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管理的机制路径
针对科技企业干部监督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

节，进一步强化对科研事业单位企业干部的监管，
必须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
实相关制度规定，系统研究和把握新时代党员干
部管理、企业干部管理的工作特点和规律，着力
构建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做到真管真严、敢
管敢严、长管长严。
3. 1

坚持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加强科技企业干部理论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建

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强化领导干部的忠诚干净担当，夯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5]。强化日常管理规
范，探索实行科技企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
告制度，逐步建立常态化的提醒、函询、诫勉制
度及规范化的干部亲属经商制度等。构建内部协
同机制，建立健全领导信息档案库，并进行及时
的考评、监督与管理；以部门协作为抓手，强化
各部门与监察部门之间的信息通报机制；实现自
上而下组织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融合，保
持信、电、网等举报渠道畅通，构建“大监督”体系。
3. 2

坚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
突出重点人，加强对科技企业主要党政领导

一体，各行其是，在工作上的联系协同不够，未

干部的监督与管理，落实民主集中制，健全完善

能形成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影响了监督网络整

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突出重点事，以政治监督

体合力的发挥。

为主线，定期进行政治素养培训与考察，引导干

2. 4

对科技企业干部监督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 问题的意见》（中组发 〔2013〕 18 号） 规

部讲政治、严纪律。用好经济责任审计、巡视巡
察等成果，推动干部廉洁从业、廉洁用权、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突出重点问题，严格落实选人

定，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

用人制度，强化监督、树立刚性底线思维，零容

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

忍“走人情”“打招呼”“裙带提拔”等问题；突

他额外利益。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一些科技企

出重要节点，做好时点监控、节点监控。对于重

业兼职董事监事等违规领取专家咨询费，反映出

大投资、重要节日、重要时刻，要常提醒、早提

相关干部监督部门在红线纪律的宣传教育上还没

醒，及时做好预防工作，从源头遏制不正之风。

有做到位。此外，由于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填报对

3. 3

象发生调整，企业领导干部特别是非职能部门处

扎紧制度笼子，释放管理监督制度力量
科学立规，以立法立规的形式着力完善科技

级及以下干部，不需要填报个人事项，因此在个

企业党组织建设，强化内控建设、创新法人治理、

人因私出国 （境）、婚姻变化情况、配偶子女移居

完善顶层监督，多手段多举措并进，规范、指导

国境外、房产及投资等情况的管理监督上还存在

企业进行干部选任、干部监督等相关事务，强化

“真空地带”。

干部监督的链条设计；严格执规，以绝对认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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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敬业的态度抓好制度执行，以学习制度为优

实考准考实企业干部；完善正向激励机制，使

先序，推动企业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养成遵规守纪

用正向激励达成积极效应，对廉洁奉公的干部

之习惯，以经常性监督检查工作为保障，确保制

要不吝奖励与提拔。同时要结合精神奖励，对

度执行得彻底到位；严肃问责，以问责追责为保

于优秀干部，要多表扬、多激励、多关怀、多

留手段，对制度设计不完善、落实不彻底、执行

给压担子，让他们安身、安心、安业；完善容

不到位的企业党组与个人予以惩处，做到令行禁

错免责机制，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止、让禁令生威、让铁规发力。

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健全容错免责机制，不

3. 4

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

要把干部“一竿子打死”，要为有立场、有魄力、

完善考核评价机制，考评机制设计要精准、要

有行动的干部澄清，为积极工作、有思路的干

切实、要有正确的导向，做到人事并考相结合，切

部 撑 腰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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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t's an important task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which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cadr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drive innovation, and adapting to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on enterprise supervision and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weak links i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cadr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and explored the
mechanism of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o as to further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f cadr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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