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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简要介绍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进展情况以及面临的重要机遇和挑战，从制度体系建设、基础条件建
设、平台建设、工作推进等 4 个方面系统阐述和分析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进展和成效，并指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
问题。然后针对不足和问题，从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建立科学工作机制、加大培训力度 、建立质量控制和奖惩机制以
及强化超前意识等 5 个方面提出建议和对策，以期更好地改进和推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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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 System in Shandong Province
YUAN Qingchang, ZHANG Guoliang, LI Rui
(Shandong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Ji’nan 250101)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S&T) report system and face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laborates and analyses the
S&T report work progresses and results of Shandong province from system construction, basic work, platform
building and how to promote work,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work.
Aiming at thes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rom how to
establish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the scientific working mechanism, and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raining, establish quality control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advance awareness,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 report system of Shandong Province.
Keywords: S&T report system, S&T report management, S&T report service, S&T report system construction,
S&T report work, Shandong province

1

立科技报告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实践，目前已建

引言

成全球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管理最完善的国

科技报告最早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反映

家科技报告体系 [2]。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起步

了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已成为各国科技活动最

较晚，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基本建立起国防科技

[1]

有价值的记录 。美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建

报告体系。进入 21 世纪，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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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加快。特别是近年来，在科技部的组织和推

重点。截至 2015 年年底，山东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动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已有上千份科技计划项目科技报告上线共享，系

2014 年 9 月《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

统注册用户 1000 余个。全省科技报告政策环境和

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我国科技报告制度进入全

工作推进机制基本形成，省级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面实施阶段。

工作步入规范化、常态化。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2.1

科技报告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究所（简称“中信所”）开展中国科技报告管理体

目前，山东省作为政府层面的行政规章以

系研究工作，其中把科技报告编写规范的制订作

及部门层面的制度已经出台，并且相对完善。比

为重要内容。先后制定了《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如：2015 年初山东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建立

系 列 标 准。2012 年 12 月， 科 技 部 先 期 就 973 计

科技报告制度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

划、863 计划、支撑计划、重大专项、国际科技

见》”），提出了全省建立和实施科技报告制度的

合作专项、大型仪器专项以及科技奖励等科技计

时间进度、工作机制、责任分工、工作流程和保

划（专项）中 2006 年以来立项的全部非涉密计划

障措施等，对推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具有

[3]

项目（课题）开展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试点工作 。

里程碑意义。2015 年上半年，山东省科技厅先后

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出台了《国家科技计划科技

印发《2015 年科技报告工作计划》、
《山东省科技

报告管理办法》，建成并开通了国家科技报告服

计划科技报告管理细则》等一系列制度文件，明

务系统，实现了上万份科技报告上线共享，基本

确了各相关主体责任、科技报告工作流程、纳入

建立了国家科技计划中科技报告的呈交、收藏、

科技报告的科技计划范围及启动时间。

管理、共享体系。

2.2

科技报告工作基础更加稳固

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实践为地方开展科技

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十分注重夯建

报告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借鉴。国内大多科技管理

工作基础，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机构组建、人

工作者、科技信息管理机构以及广大科研人员对

才培养 3 个方面。（1）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

科技报告制度还缺乏足够认识，工作基础薄弱，

2013—2014 年先后组织开展《国家科技报告制度

而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本身是一项复杂的、艰巨

实施对我省科技管理及科技情报工作的影响与对

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因此，科技报告制度在我

策研究》、《山东省实施科技报告制度对策建议》

[4]

国全面实施还面临着巨大挑战 。

等研究。其中，《山东省实施科技报告制度对策

山东省作为全国率先启动建立科技报告制度

建议》课题列入 2014 年山东省软科学重大项目，

的省份之一，从 2013 年开始探索科技报告制度建

其研究成果为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顺利

设，目前科技报告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本文

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2）组建科技报告工作机

拟通过分析阐述山东科技报告工作实践和成效情

构。在科技报告工作启动之初，山东省科技情报

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进一步改进和推

研究院（以下简称“山东省情报院”）成立跨部

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有关问题。

门的科技报告工作小组。工作正式启动后，山东

2

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议现状

省情报院组建编制 8 人的“科技报告中心”专职
机构。（3）培养科技报告专业人才。山东省情报

作为全省科技报告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院先后派员参加中信所举办的第一期、第二期

山东省科技厅十分重视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近年

“国家科技报告指导人员研修班”，并参与四批

来，多次把科技报告制度相关研究列入科技发展

次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回溯改写和审核工作。

计划，多次把科技报告工作列入厅长办公会议研

其中，8 人取得“国家科技报告指导员”资格证

究议题，连续把科技报告工作列入全省科技工作

书，8 人次参加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改写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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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工作，共完成上千份国家科技报告的改写及审

成了各类计划项目申报书、合同（任务）书模版的

查工作。目前，山东省情报院已形成一支十几人

修改（增加科技报告呈交类型、时间节点和数量

的科技报告专业人才队伍。专职机构的成立，加

等内容）以及项目申报指南相关条款的修改。之

上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改变了过去那种职责不

后，山东省科技厅向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下发《关

清、工作松散、边缘化的弊端，大大提高了科技

于开展山东省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的通知》
，

报告工作效率。

对 2015 年前立项、在研的以及 2015 年（含）后立

2.3

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成功运行

项的计划项目呈交科技报告的类型、时间节点、

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是科技报告制度

渠道和流程以及质量要求进行系统部署。至此，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网络环境下科技报告呈

山东省省级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迈入规范化轨

交、审核、管理和服务不可或缺的载体。国家科

道。在部署科技报告呈交工作的同时，科技报告

技报告服务系统已于 2014 年 3 月正式开通上线，

撰写和呈交业务培训活动密切跟进。一方面，面

为国家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平台

向各市和行业举办山东省科技报告指导人员培训

基础。地方科技报告工作开展，同样离不开科技

会，培养科技报告宣传、咨询与辅导的人才队

报告管理和服务平台支撑。然而，当时国内尚无

伍，已有 70 余人经考试取得省内指导资格证书；

一家省级单位进行地方科技报告平台建设。考虑

另一方面，在山东省举行片区巡回培训活动，面

到平台建设专业性、技术性强，在时间紧、经

向全省各市承担 2015 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负责

费缺、任务重的情况下，经反复调研并和中信

人，进行科技报告撰写、呈交业务培训。第一轮

所协商，山东省走了“移植”国家系统的捷径。

巡回培训活动于 2015 年年底结束，全省 1500 余

从 2014 年 12 月初开始探索，到 12 月底成功远程

名科研人员得到专业辅导。目前，各项目承担单

“移植”国家科技报告呈交和审核系统、国家科

位根据科技报告呈交部署要求，组织科研人员撰

技报告服务系统，期间还选择山东省自主创新重

写、通过呈交系统提交科技报告已逐渐形成自觉

大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和软科学计划开展科技报

意识、常态行为。仅在 2015 年就接收各类计划项

告工作试点，对部分项目科技报告进行了回溯改

目科技报告近 400 篇，上线共享 137 篇。

[5]

写，实现近千份科技报告上线共享 。在前后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山东省成为远程“移植”、

3

存在的问题

本地部署的国内第一个省份。此举也助推山东省

综观山东科技报告工作现状，科技报告制

跨入率先启动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的省份行列，为

度建设成效明显，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的部署和快速推进提供了有

工作中尚存在以下不足和问题。（1）制度体系有

力支撑。

待继续完善，科技报告制度实施尚未上升到法规

2.4

科技报告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高度，部门及基层制度建设不足；
（2）部门之间

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山东省科技报告宣

协同不够，科技报告工作开展主要在科技系统，

传与培训、组织与部署、呈交与审核、共享与服

省级财政资金投入的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务等各项工作分步开展、扎实推进。这其中将科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山东省农业厅、山

技报告宣传贯穿工作各阶段全过程，利用山东卫

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卫生和计划委员会等部门的

视、科技日报、大众日报、科技部网站、国家科

科技报告工作尚未启动；
（3）工作人员专业技能

技报告服务系统、山东省科技厅网站、齐鲁网、

较低，实践经验较少；
（4）科技报告质量参差不

山东科技报告服务系统等各种媒体宣传报道 30 多

齐，由于部分项目承担单位的重视程度不够，完

次。在向各项目承担单位部署科技报告呈交工作

全符合科技报告编写规则和标准的高质量科技报

之前，山东省情报院配合各有关计划主管处室完

告不多；
（5）特色不突出，缺乏超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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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的产生，涉及组织主体、管理主

要素，是做好科技报告工作的有力保证。科技报

体和核心主体，以及撰写、呈交和服务等诸多环

告被称为文献化的科研档案 [9]，具有很强的专业

节。这其中既有主观上思想不解放、能力不足的

技术性。尽管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已经取得实质

因素，也存在客观上无法把握的体制机制因素，

性进展，但仍处在起始阶段。随着科技报告工作

可能影响建设山东省统一科技报告制度的大局，

在全省范围铺开，必将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所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

以加大培训力度是现实必需。面向各级科技管理

4

建议与对策

部门、科技报告管理和服务机构以及科技项目承
担单位开展科技报告制度普及宣传和专业培训，

结合目前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

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科技报告知识，有利于提高

题，笔者就如何更好地推进山东省科技报告制度

科技报告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利于培

建设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养科研人员科技报告意识和撰写能力，有利于营

4.1

健全科技报告政策法规体系

造全社会重视科技报告的良好氛围。尤其是结合

科技报告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呈交的强制性，

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立项和结题验收等环节，

必须由相关的政策法规来约束。科技报告政策法
规是科技报告工作开展的法理基础，也是科技
报告体系的重要组成 [6]，包含法律法规、行政规
章、部门制度、基层制度四级框架，其中政府行
政规章和部门制度是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启动阶段
所必需的。国家已经把建立科技报告制度纳入新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7]。因
此，科技报告制度建设应纳入地方立法程序，同
时指导基层出台科技报告相关制度，使山东省科
技报告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健全，为推动科技报告
制度在山东省全面实施提供健全的政策法规环境。
4.2

建立完善的协同和推进机制
笔者认为，建立横向协同、纵向推进的工

作机制是建立统一科技报告制度的内在要求。
“财政性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必须呈交科技报
告”[8]， 对 一 个 省 份 来 说， 财 政 性 资 金 分 省、
市、县（区）等多个层级，科技项目的管理也不
仅仅限于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这种纵横交错的复

开展按片区的或者按计划类别的科技报告业务培
训，实现项目承担单位的全覆盖，对提高科技报
告撰写和呈交质量至关重要。
4.4

建立科技报告质量控制和奖惩机制
导致科技报告质量不高的因素很多，但关键

还在于项目承担单位的重视程度和项目负责人的
责任心。建议层层落实科技报告质量责任制，建
立科技报告收藏确认和科技报告工作奖励激励机
制，完善科研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把科技报告情
况纳入科技进步考核指标体系和项目承担单位后
补助、经费奖励依据。对于不能按合同约定完成
规定数量科技报告的或者提交的科技报告存在严
重质量问题的项目承担单位和负责人，应严格按
照相应规定给予严厉处理。
4.5

以超前意识推进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山东省科技报告工作实践和成效得益于国家

科技计划科技报告工作的成功经验，不论在组织

杂关系，要求科技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

形式和工作模式上，还是在推进机制上，都做了

建立一种会商协同机制，要求建立以政府为主导

充分借鉴。鉴于当前全国统一的科技管理体制，

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机制，这样就能确保科技报告

无需过于追求创新和特色，但地方科技报告服务

制度建设作为系统工程进行整体推进。单纯依靠

平台也应该有超前性。目前的山东省科技报告管

一个部门或者科技信息机构自上而下推动或单纯

理和服务系统尚孤立于科技计划管理平台之外，

依靠科研机构的自觉性来完成是不可能的 [2] 。

也没有将行业和市级科技报告呈交和管理纳入设

4.3

加大科技报告制度普及宣传和专业培训力度

计。随着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科技报告工

科技报告人才是科技报告制度建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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