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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科研都是

推动知识创新最为重要的方式，而科研经费则是开

展学术研究的前提，经费管理是科研管理的保障和

物质基础。其不仅关系到各方利益，更为重要的是直

接影响到科研目标的实现，科研经费来源多样性使

得管理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现行的科研经费管理制

度也日益暴露出其不足，山东大学刘兆平采取虚开

发票的方式骗取科研经费 341.8万元而被判入狱 13
年就是其中的极端例子。因此，要想实现“科教兴国”

和“创新型国家”战略就必须对现行的科研经费管理

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法是以权利和

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

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

部门和法律运作的全部过程”（张文显，2007）。我国

法学研究的范式曾经长期以来受“义务本位”的阶级

斗争范式的统治。在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对阶级斗

争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并最终提出了“权利本位”

的研究方式（张恒山，1999）。近年来，有学者基于“权

利与义务在概念架构上的共性”“权利与义务在互相

关系上的并重”“权利与义务在制度建构上的兼顾”

“权利与义务在法律精神上的同扬”，提出了我国法

学研究的范式应当从现在的“权利本位论”转向新型

的“权利义务平衡论”（贺电、马楠，2014）。因此，现代

法治研究的范式应当是一种“权利义务平衡”的范

式，“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是“权利义务平衡”范式的

应然之义，理所当然科研经费管理也必须体现“权利

义务对等”。

一、“项目制”资金：科研经费管理的本质

1. 科研经费管理基本流程。如下图所示，我国

高校科研项目管理分为三方主体：科研项目设立机

构，负责具体监督、管理的高校（主要是科研处与财

务处），课题组。

“权力义务对等”原则在科研经费管理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以财政项目资金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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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科研项目设立机构向社会发布课题指

南，大多是由科研项目设立机构以正式文件形式下

发到各高校科研处（箭头 1）；之后高校科研处会组

织、鼓励学校科研人员围绕课题指南进行申报（箭头

2）；科研人员确定具体选题之后，根据项目指南和高

校具体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编制经费预算，当包含

经费预算的项目申请书完成后需要分别报科研部门

审核备案（箭头3）和财务部门立账（箭头4）；当项目

申请书和预算经过科研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核后，由

学校科研部门统一向科研项目设立机构申请（箭头

5）；当科研项目批准立项后，科研项目设立机构根据

经费管理办法将课题的前期经费转入学校财务账户

上（箭头 6）；此后课题组可以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

向学校财务处申报各类开支（箭头 7）；当课题完成

之后课题组成员需要编写结题报告由学校科研管理

部门进行审核（箭头 8），根据实际情况编报项目决

算书由学校财务处审核（箭头9）；审核通过之后，向

科研项目设立机构申请结题（箭头10）；如果尚有结

余资金，则需要追回（箭头 11）。当然这只是科研经

费管理的大致流程，很多科研项目经费分为前期资

金、中期资金和后期资金，这使得经费拨付的流程更

能为复杂，但是其并未突破上图所述的流程，本质上

只是增加其中某几个步骤的次数而已。

2.“项目制”运作基本流程。近年来，“项目制”

开始为学界关注并日益成为学术热门话题之一。顾

名思义，“项目制”关注的重点在于某一特定时期或

阶段的工作。目前学界对于“项目制”的认识有两种

模式。其一是从财政专项资金的角度来认识“项目

制”，该模式认为“财政资金的专项化正是实行分税

制以后中国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

现象……政府间的分配至今越来越依靠‘专项’或

‘项目’的方式进行……以期严格体现资金拨付部门

的意志”（周飞舟，2012），项目制资金“大多由‘条线’

部门采取专项支付或者项目资金的形式自上而下地

转移和流动，而地方政府或基层需要通过申请项目

的方式来获得”（折晓叶、陈婴婴，2011）。其二是认为

“项目制”不仅仅是一种财政运作模式，而且“日益渗

透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郭琳琳、段钢，

2014），“是一种思维模式，决定着国家、社会集团乃

至具体的个人如何建构行动的战略和决策”（渠敬

东，2012）。
其实对于“项目制”的两种认识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项目制”从根本讲是一种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

而“项目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财政项目资金。项

目资金的具体运作机制存在发包、打包和抓包三个

环节（折晓叶、陈婴婴，2011）：发包是指国家和地方

等掌握财政资金的部门通过项目指南等形式进行招

标；打包是指拿到项目的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

况，按照一定的意图和目的对数个项目进行捆绑以

形成一个综合性工程的行为；抓包是指基层主动争

取项目的行为。

3. 科研经费的“项目制”资金本质。从本质上

讲，科研经费属于“项目制”资金。而科研活动本身属

于“项目制”的一种。首先，科研经费的来源属于项目

设立机构的专项预算资金（贾康，2011），预算系统内

部的专项资金属“项目制”资金的三大来源之一（周

飞舟，2012）。其次，科研经费的运作流程和“项目制”

资金的运作流程完全一致，即科研项目的设立机构

就是项目的发包机构；高等院校就是打包机构，目前

高等院校对于科研项目申报管理中最为明显的打包

方式就是服务某些学科、基地的建设；课题组无疑就

是抓包方。最后，科研项目申请已经成为了一种学术

研究的固定模式，国家往往通过科研项目来引导学

术走向，这也符合“项目制”的治理模式和思维方式

定位。

二、科研项目设立机构的“权利义务对等”

科研项目设立机构作为项目的发包方，是项目

启动的关键。同时作为项目发包方，其可以决定科研

项目的目的（科研经费使用的目的）、经费分配和使

用原则、经费编制和经费监督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1. 确定经费使用目的的权利与保障学术自由

的义务。和所有项目发包方一样，科研项目设立机构

在发布项目申请指南之初或者在决定设立科研项目

之时就会明确该项目的目的。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促进基础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推进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司法部“法治建

设与法治理论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的“为国家法

治建设中的重大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法学会部级课

题“着力研究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重大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问题，以及立法、行政执

法、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由此可见，虽然各

科研项目对其项目设置和经费使用的目的表述均较

为抽象和宏观，但是不同的科研项目均已确立了明

确且具有各自特色的目的。科研项目设置和经费使

用的目的是作为发包方的一项重要权利，这些权利

的行使需要承担保障学术自由的义务。即科研项目

设置和经费使用的目的，是结合社会实际和发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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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做出的，其作用在于引导课题组开展相关

研究，但是不得为课题组设置旨在限制正常学术研

究的目的。

2. 确立经费分配、使用原则的权利与保障课题

成员合法经济利益的义务。目前几乎所有的科研项

目管理办法或者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都以专章或

者专节的方式具体规定科研经费分配和使用的原

则。这些规定以类型化的方式规定了科研经费开支

的范围，并对各种类型开支的比例及具体情况都做

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在确立科研经费分配和使用

原则的同时不应当仅仅考虑发包方的意愿，或者仅

仅出于节约使用经费的考虑，而是应当充分考量参

与科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合法经济权益。即科研项

目设立机构作为发包方有保障课题组成员合法经济

利益的义务。

3. 经费监管的权责统一。从某种角度上讲，科

研项目设立机构对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的权力类似于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行政权力，因为虽

然目前科研项目资金来源多元化，但是大多数科研

经费仍然来自于国家财政资金。因此，有学者将科研

合同定性为行政合同（江娟，2006）。所以，与行政权

力既是权利也是职责的权责一致原则相同，科研项

目设立机构对经费监管不仅仅是其作为发包方的权

利，同时也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

4. 项目成果审核的权利与保障程序正义的义

务。科研项目无论是采取专著、论文集、调研报告还

是对策建议的方式结项，都需要提供相应的项目成

果。而科研项目设立机构对科研质量把关的主要依

据也在于对科研成果进行结项，对科研成果的质量

进行审核是作为发包方的应然权利。而对审核不通

过的科研项目将不再拨付后期资金甚至会追回已经

拨付的所有资金。科研成果审核以及款项追回制度

是保障科研成果质量、进行制度激励的有效举措，但

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做法会严重影响到科研人员的利

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学术声誉。有

学者已经提出要在科研项目管理中融入程序正义的

理念（王芳，2015）。所以在科研成果审核的过程中应

当最大限度地保障程序公平，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

个整体上属于权力主导型的科研体制中。

三、科研项目监督机构的“权利义务对等”

高校的打包方性质决定了它作为课题组和科研

项目设立机构的中间组织地位，学校科研部门和财

务部门在实践中是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直接和主要

监督机构，其本身在打包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思

量。这两方面的角色定位使得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

的义务较其他两个主体更为复杂。

1. 组织申报的权利与保障学术自由的义务。从

上图中可以看出当科研项目设立机构发布申请指南

之后（甚至很多时候这些项目的申报书并不对社会

公开而仅仅是直接下文到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学

校的科研部门会组织学校科研人员进行申报，同时

对于科研人员提交的项目申报书做初步审查，甚至

在某些学校科研申请需要先经过科研部门举行的校

内评审和答辩，而科研经费预算编制也需要获得学

校财务部门的同意。财务部门对科研经费预算进行

适当的审核可以看作是通过强化预算编制来加强科

研经费管理的一个举措，但是科研部门举行的内部

评审以及不合理的预算编制审核都会损害科研人员

学术自由的权利，同时也为权力不当干预学术活动

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所以，高校作为打包方享有组

织科研项目申报的权利同时，也必须肩负起保障学

术自由的义务。

2. 对项目打包的权利与保障项目目的实现的

义务。前文提到高校作为打包方并非单纯起到沟通

科研项目设立机构和课题组的作用，而是在组织课

题申报以及提供配套服务方面都有自己的考量。大

多数学校会针对不同级别的课题提供不同的配套资

金，这不仅仅是学校鼓励科研的举措，而且是通过不

同的配套资金来引导科研人员的课题申报选择。学

校最为明显的打包在于为了配合学校的发展以及学

科建设的需要，如重点学科和重点基地的申报、加强

某一学科的建设等，学校会在一定时间内鼓励、引导

甚至摊派相关领域课题申请的任务。同时学校也会

利用现有的课题经过整合来满足学校规划和学科建

设的需要。如一个学校确立最近几年的发展重点在

市场经济法治方面，那么就会整合经济法有关市场

秩序法的课题、民商法中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课题

等来实现这一目的。目前我国科研课题的设置机构

众多，不同机构的科研项目的关注领域并不完全相

同，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课题进行整合是

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扬长避短的做

法。但是前文提到，各个机构在设立科研项目之时，

就已经明确了相关项目的设立目的，而高校的整合

容易与科研项目本身的目的形成冲突。所以，高校在

享有对项目打包的权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保障项

目目的实现的义务。

3. 经费管理的权利与协助编制预算的义务。目

前我国科研经费管理在预算编制方面存在的最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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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预算编制的失真，这并不是课题组成员的有

意为之，而是因为课题组成员作为科研人员对于财

政预算相关知识并不是十分了解，所以预算编制不

可能完全真实。而学校财务部门在进行科研经费管

理过程中，除依据科研项目设立机构和高校本身的

规定之外，最大的依据便是经费预算。因此，为了保

证在科研经费管理中实现全额预算的目标，就需要

在赋予财务部门管理经费权利的同时明确协助课题

组编制预算的义务。

4. 经费使用监督的权利与保障课题组成员合

法经济权益的义务。在使用科研经费的过程中，高校

的财务部门享有全过程监督的权利，这是保障经费

合理使用的必要措施。但是现行不合理的财务监督

体制导致“为了报销科研经费，科研人员要精打细

算，三天两头看财务报表，快变成会计了”（新华网，

2016），同时高校财务人员态度恶劣已经成为高校科

研人员之间的共识。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在于

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在赋予财务部门监督科研经费使

用权利的同时，并没有设置相应的义务——保障课

题组成员合法经济权益的义务。建立经费使用监督

的权利与保障课题组成员合法经济权益的义务之间

的对等关系，关键在于“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办法管

理教学科研人员。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科技

创新活力”（中国上海网，2016）。
四、课题组的“权利义务对等”

在科研项目的运行过程中，课题组是具体承担

科研活动的主体。如果从“人本主义”的理念出发，那

么课题组是科研经费管理的目的性主体，而非科研

经费管理的手段。可以说课题组享受的权利和承担

的义务直接关系到科研成果的质量。

1. 获得报酬的权利与取得学术成果的义务。科

研项目之所以发布课题申请指南，其目的是获得相

应的学术成果。而科研活动本身需要消耗课题组成

员的物质财富以及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对此需要

给予经济上的弥补；同时前文论述过科研活动具有

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这决定科研活动体现了强烈的

正外部性，为了保证和加强科研活动正外部性效应

就需要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而经济激励是激励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是出于弥补动机还是

激励动机，课题组的科研人员都享有获得报酬的权

利。但是这些报酬是建立在对科研活动的支持和鼓

励基础之上的，所以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也负有取得

合格科研成果的义务。

2. 获得使用科研经费的权利与接受科研经费

使用监管的义务。既然科研经费是用于对科研活动

中课题组科研人员的弥补和激励，那么课题组特别

是课题主持人理应享有科研经费使用自主权。但是

科研经费的使用必须符合科研项目设立机构所规定

的经费管理办法以及所在高校关于科研经费管理的

具体措施，这就意味着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在享有科

研经费使用自主权的同时，还需要接受来自高校财

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

3. 接受同行评议的义务与享有程序正义保障

的权利。现在科研项目的申请和结项大多采取同行

评议的方式进行，同行评议是考察课题组研究能力

和研究成果质量的重要措施，但是同行评议的结果

可能会对课题组的经济利益以及声誉带来不利的影

响，所以课题组应当享有包括合理救济制度在内的

程序正义的保障。课题组“接受同行评议的义务与程

序正义保障的权利”与科研项目设立机构的“项目成

果审核的权利与保障程序正义的义务”属于一个问

题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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