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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库建设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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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是部门预算的主体，项目库是项目支出管理的基础。目前部分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

库建设中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支出标准体系不健全、项目库清理不及时等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
单位站位不够高、预算安排不够科学和项目库管理不够严格。文章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产生原因，提出项目
库建设应遵循规划引领、零基预算、滚动管理的原则，并就进一步加强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库建设提
出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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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的项目库仅是把单

支出管理的基础。2002 年开始，中央本级逐步构

位内各研究团队报送的项目需求简单汇总或组装，

建了以项目库管理为基础的项目支出预算管理模

造成入库项目的碎片化和交叉重复，资源配置效

式，尤其是 2016 年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实中央
部门预算项目库的意见》（财预 〔2016〕 54 号） 印

率低，对学科建设和单位总体发展不利。
1. 2

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不完善

发以来，财政部、中央部门和所属预算单位均建

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包括财政部门通用标

立了项目库。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库的建设

准和预算单位专用标准两部分。中央级科学事业

不但有助于保证单位预算的完整性，提高预算的

单位项目库建设应重点关注预算单位专用标准。

科学合理性，更有助于优化单位资源配置，实现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一般包括科研类、运转

单位的战略规划。文章从现阶段中央级科学事业
单位项目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其原因，

类、基建修购类 3 种类型的入库项目，单位应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专用定额标准体系，例如运转类项

探讨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库建设的原则，并

目可以按照面积等计量单位确定定额标准。但目

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前多数单位都是单独编制每个项目，并未建立分

1

项目类别的定额标准体系，造成项目文本编制工

项目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随着项目库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央级科学

事业单位项目支出的科学性、计划性大大增强，

作量大，预算标准不统一，降低了项目编制和审
核效率。
1. 3

项目库清理不及时

为部门预算管理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部分单

项目库应采用动态管理机制，定期进行项目

位项目库建设中仍存在顶层设计不足、支出标准

库清理。目前部分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只重视项

体系不健全、项目库清理不及时等问题。

目入库，不重视项目及时清理，导致库内项目信

1. 1

息冗余，项目分类不明确，项目所处阶段不清晰，

项目库顶层设计不足
项目库是落实单位战略规划、争取上级部门

尤其是已完成的项目没有及时清理，容易造成项

各类项目资金，优化单位资源配置的基础和重要

目投入的混乱，也不利于进一步谋划新的项目。

手段，因此项目库建设应站在国家、行业和单位

1. 4

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充分论证，但

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
项目支出是部门预算的主体，绝大多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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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支出投入均已超过基本支出，

2. 2

2022 年

零基预算，绩效导向

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保证单位基本运转，项目支出

项目设置和预算安排应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

是保证单位战略规划实现的有效途径。因此应对

念，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合理确定支出预算

项目投入进行绩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项目

规模，同时应与绩效评价挂钩，提高资源配置效

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但目前很多单位项目支出

率。单位项目设置和预算安排应一切从实际需要

绩效评价体系还不完善，存在绩效评价指标设置

出发，在具体预算安排时应逐项审议预算年度内

的科学性、完整性和有效性不足，绩效监控和自

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其开支标准，结合财力状况，

评流于形式，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不足的问题。

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预算，不固化为以往预

1. 5

算安排额度。

项目库管理信息化不足
目前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虽然已经建立了单

2. 3

滚动管理，动态调整

位项目库，但是多数单位只是按照预算管理的基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管理应以项目库为

本要求建立，仅用于项目预算管理，项目库功能

载体实现项目的全周期滚动管理。编制年度部门

设计比较简单，未能针对单位领导、科研团队、

预算和部门三年滚动规划前，单位应完成项目的

管理部门等多层次用户开发适应的功能，也未能

储备工作，纳入项目库的项目要填写规范的项目

开发完善项目预算、实施、验收、评价等全流程

文本，作为项目审核和管理的依据。纳入预算安

管理的模块。另外，很多单位项目库管理使用范

排的项目，要在项目库中对项目的执行、调剂、

围不够广泛，使用率偏低，未能发挥项目库在单

结转结余、绩效等信息及时进行更新和维护。纳

位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入预算安排的延续性项目，原则上滚动纳入下年

从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自身来看，产生以上
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单位站位不够
高，未从国家、行业和单位的高度认识和规划项
目库；二是单位预算安排不够科学，未能运用零
基预算理念安排项目预算，进而倒逼单位完善项

度预算，未纳入预算安排的预算备选项目，可滚
动进入以后年度项目库。

3
3. 1

完善项目库建设的具体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做好项目统筹谋划

目库；三是单位项目库管理不够严格，项目滚动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应紧紧围绕单位战略规

管理和动态调整，以及运用信息技术加强项目库

划，结合发展现状，聚焦主责主业，做好项目库

建设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的顶层设计，变被动汇总为主动谋划，变组装项

2

目为设计项目。按照科研类、运转类、基建修购

项目库建设的原则
项目库是支撑预算编制和项目管理的重要基

类 3 种类型，对入库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单位应采

用自上而下的项目统筹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具体项

础，也是推进单位资源优化配置和战略规划实现

目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谋划项目，并经专家评审后

的重要手段。项目库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入库备选。

既要符合国家预算管理的要求，又要符合单位自

3. 2

身的特点，基于目前项目库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

科学设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重点应设置预算单位专

析，在具体建设上建议遵循如下原则。

用标准。设置定额标准体系应实事求是，为零基

2. 1

预算做准备。由于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定额标

规划引领，聚焦主责
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库建设应围绕国家

准并不能覆盖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项目支出的所

需求、行业发展需要、单位职责任务，从单位战

有方面，重点应针对稳定的运转类项目。建立定

略规划出发，聚焦主责主业，着力加强顶层设计，

额标准体系应有利于预算编制和项目评审，提高

增强系统谋划，健全项目体系，理清该单位入库

资金使用效率，例如信息化运维经费应不超过建

项目的分类、支持方向，以及各项目支持内容的

设经费的一定比例，法律服务可按照常规文本审

边界。

核、现场咨询服务、单独法律诉讼三部分预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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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算编制。同时，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应根据支

规范和量化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别的项目，可以

持范围、物价等变化定期进行更新。

通过组织项目执行人员、项目管理人员和财务专

3. 3

家参加的研讨会议，清理现有指标，讨论并凝练

定期清理项目库
项目是单位预算管理的基本单元，项目支出

形成不同类别的项目绩效指标库。另一方面，单

预算管理以规范的项目库管理为基础，单位应定

位应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项目库入库和预算安排有

期开展项目库清理，实现项目滚动管理。项目库

机结合，绩效评价结果优良的，应结合项目下一

清理，应开展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清理已完成

步研究规划加大或稳定给予支持，绩效评价中差

的项目，将已完成项目做好标记；二是清理重复

的，应深入分析原因，减少或停止未来的支持，

的项目，将项目库中以前年度多次申报同一个内

健全项目支持和退出机制。

容的多余项目进行清理；三是将不需再进行申报

3. 5

运用信息技术支撑项目库管理

的项目进行清理；四是理清部门主责主业，将项

运用信息技术做好项目库建设，可以更好地

目合并归类，减少交叉重复；五是针对新申请项

支撑项目管理。在完善项目库管理信息化上，主

目，应结合预算评审分类处理，成熟的项目纳入

要应以用户功能为核心，在现有库上不断完善。

预算安排予以支持，项目预算过高的需压缩预算

在用户功能上，应以充分调研为前提，调研单位

后予以支持，面向未来事业的项目列为储备项目。

领导、科研团队、不同部门等多层次用户的需求，

3. 4

同时要满足科研项目管理、预算申报等外部信息

不断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做好绩效评价体系重点是绩效目标设置和结

需求，综合分析设计单位项目库，并在项目库设

果运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央级科学事业单位

计过程中秉持便利智能的原则，设计功能应直观

应针对不同类别的项目设置不同的绩效指标库，

便利，数据信息可穿透查询，项目申报、实施、

保证绩效指标的相对稳定性，促进绩效目标设置

验收管理相关材料智能生成，让项目库逐渐成为

更加科学，提高年度绩效目标设置的效率。在具

单位项目管理的必要工具，提升单位项目管理的

体设置绩效目标时，应遵循完整、匹配、合理、

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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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DATABASE I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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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expenditure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departmental budget, and the project database is the basis of

project expenditure managemen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op-level design, unsound
expenditure standard system, and untimely clean-up of the project database i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institu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databas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are that the management level in
scientific institutes are not high, the budget arrangement is not scientific and the project database management is

not stri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aus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databas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lanning guidance, zero-based budgeting, and rolling manag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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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s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database i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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