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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財科文 〔2018〕 21号

邦州市財政局 邦州市科学技木局

美子印友 《邦州市重大科技含1新青項資金

管理亦法》的通知

各去 (市、区)財政局、科技局、各有美単位 :

力規苑和カロ張市象重大科技奄J新寺項資金的管理,提高財IEX

資金使用妓益,我イ|]lll定 了 《邦州市重大科技奄1新寺項資金管理

亦法》,現印友分休↑1,情遵照机行。

附件:邦州市重大科技奄1新寺項資金管理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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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邦州市重大科技含1新青項資金管理亦法

第一章 患 只1

第一条 力規疱市須重大科技奄1新寺項資金 (以下筒称寺項

資金)管理,提高資金使用妓益,根据 《河南省人民政府美子深

化省象財政科技汁支1和資金管理改革的意見》(豫攻〔2015〕2号 )、

《河南省省貌財政寺項資金管理亦法》(豫攻〔2014〕 16号 )、 《河

南省省象重大科技寺項資金管理亦法》(豫財科 〔2017〕 120号 )

及国家、省、市有美財径法規和財券管理tll度 ,結合市象重大科

技奄1新寺項 (以下筒称重大寺項)管理特点,制定本亦法。

第二条 寺項資金重点支持邦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冊、納税的

具有独立法人姿格、承担重大寺項任券的企事立単位,汗晨基拙

性研究、共性技木和重大美鍵技木研究汗友等科技活功。

第二条 寺項資金申清単位泣柵有相美頷域省象及以上研友

中lむ 、重点共お室等。高等院校鹿欄有相美声立国家象研友平合,

相美声立研友水平丈千国内飯先地位。

第四条 寺項資金的使用
～
管理遵循以下原ス1:

(一 )集中財力、衆焦重点。衆焦我市重大哉略需求和声立

友晨,力 実現除段性哉略曰林,友拝“集中力量亦大事"的体制仇

勢,集中財力,突出重点,逹免資金安羽粉 散重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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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 元投入、注重鏡残。堅持多元化投入原ス1,鼓励去

(市 、区)財政資金、単位自等資金以及其他渠道荻得的資金共

同支持重大寺項実施,秋板友拝市場配畳技木奄1新資源的決定性

作用利企立技木奄1新的主体作用,建立面向結果的鏡妓坪介机

制,提高資金使用残益。

(三 )寺款寺用、単独核算。各群渠道荻得的資金都泣当接

照“寺款寺用、単独核算"的原只1使用和管理。

第二条 寺項資金管理的取責分工:

市財政局的主要取責足:常核市科技局編十1的 寺項資金中期

財政規父1和年度預算,夕1入財政預算;常核続残曰林,下迷 (状

付 )項 目資金;監督寺項資金使用管理等。

市科技局的主要取責是:負 責縮tll年度資金預算、提出年度

資金支持方向、端キ1友布指南,俎鉄重大寺項的申扱和坪常,提

出項目資金安祥意兄,下迷項目汁支1,姐鉄坪借、お牧、須残坪

介及監督栓査等工作。

去 (市 、区)財政、科技行政主管部11和市立主管部11的 取

責足:俎須項目申扱,接程序升晨項目推存工作,配合有美部11

対項目逃行項目聡牧、監督栓査利須残坪介。

項目承担単位足資金使用わ管理的責任主体,泣 当戸格仇行

国家有美財径法規和財弁tll度 ,切実履行法人責任,建立健仝項

目資金内部管理制度,明碗内部管理枚限
～

常批程序,明碗科研、

財券等部11和項目負貴人在資金使用管理中的駅責,カロ張内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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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没,挽保資金使用安全規疱有妓。

第二章 支持方式和経費弄支苑国

第六条 々項資金支持方式包括前ネト助和后ネト助。

対子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其他具有研友能力的事立単位承

担的項目,主要采取辞 卜助方式。

対千企立承担的項曰,主要采取后ネト助方式,事前抜付的項

目席勁姪費不超逍財政核定寺項変費恙額的30%。

第七条 采取前ネト助方式的項目以及渉及席功盗費的項目,

由市財IEX局 依据市科技局下迷的項目立項文件,下迷 (抜付)項

目姪費或虐功埜費,也可根据項目実施汁支1分年度抜付項目径

費。

釆取后ネト助方式的項目,由項目単位先行俎鉄実施,取得萩

期咸呆井按規定程序通辻お牧后,市科技局接照事先各条的萩算

方条,提出項目后ネト助預算安羽腱 洪,扱市財局常核。常核批准

后,下迷 (抜付)項 目資金,后ネト助姪費由項目承担単位筑箸安

排使用。

第八条 前ネト助姪費升支由宜接費用
～

同接費用俎成。

宣接費用足指在項目研友辻程中友生的均え宜接相夫的費

用,主要包括:

(一 )浚各費:指在項目実施逍程中殉畳或拭制を用供器浚

各,対現有供器浚各逃行升象改造,以及租賃外単位供器浚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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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生的費用。泣当芦格控制没各脚畳費支出,鼓励升放共享、拭

lll、 自主研 lll、 租賃寺用供器没各以及対現有供器没各i4_行 升象

友造,逹免重隻驚畳。

(二 )材料費:指在項目実施辻程中消耗的各紳原材料、捕

助材料等低値易耗品的釆胸以及逐輸、装卸、整理、全倍等費用。

(三 )双1拭化詮カロエ費:指在項目実施址程中支付分外単位

(包括承担単位内部独立姿済核算単位 )的栓詮、淑1拭 、化詮及

カロエ等費用。

(四 )燃料功力費:指在項目実施式程中宜接使用的相美供

器浚各、科学装置等込行友生的水、屯、気、燃料消耗費用等。

(五 )出版/文献/信 息特播/知 沢声枚事券費:指在項目実施

辻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費、資料奏、寺用軟件殉采費、文献栓

索費、寺立ミ信費、寺不1申 着及其セ知沢声枚事券等費用。

(六 )差旅費/会洪費/国 昧合作均交流費:是指在項目実施

ミ程中友生的差旅費、会決費和国昧合作交流費。在編tll萩算叶,

本科曰支出萩算不超辻宣接費用萩算 10%的 ,不需要瑞制淑1算依

据。承担単位和科研人員泣当接照実事求是、精筒高残、房行市

豹的原只1,芦格抗行国家、省和市有美規定,銃等安羽卜使用。

(七 )芳券費:足指在項目実施辻程中支付給参々項目的研

究生、博士后、労同学者以及項目聘用的研究人員、科研捕助人

員等的労券性費用。

項目聘用人員的芳券費升支林准,参照当地科学研究和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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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券立よ立人員平均工姿水平,根据其在項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

任券碗定,其社会保隆ネト助納入労券費科ロタ1支。労券費預算鹿

据共縮+1,不没比例限十1。

(八 )寺家各洵費:足指在項目実施辻程中支付分怖叶聘清

的各洵寺家的費用。寺家容洵費不得支付分参均本項目研究和管

理的相美工作人員。寺家盗洵費的林准接照有美規定机行。

(九 )其化支出:足指在項目実施辻程中除上述支出疱曰え

外的共他相美支出。共化支出泣当在申清預算叶洋如悦明。

同接費用足指項目承担単位在俎鉄実施項目辻程中友生的

元法在宣接費用中夕1支的相美費用。主要包括:項 目承担単位カ

項目研究提供的房屋占用,日 常水、屯、気、暖消耗,有美管理

費用的ネト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員的須妓支出等。同接費用結

合項目承担単位信用情九,接照不超辻項目資金中宣接費用和除

浚各賄畳費后的20%核定 (軟件升友炎、社科美科研項目不超辻

40%;国家自主奄1新示疱区拭点単位接照拭点文件仇行 )。

席功埜費的抜付和使用管理,参照前ネト助項目径費管理有美

規定執行。后ネト助笙費由企立筑箸用千其研友活功。

第二章 預算管理和考核輸1文

第九条 市科技局接照預算縮制要求,提前倣好年度重大寺

項的申扱指南編制、項目申扱、項目汗常、項目預算縮+1、 公汗

公示、項目碗定等前期工作,姪費分配和寺項資金如化建洪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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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叶日要求扱送市財政局。

第十条 市財政局接照財JEX中 期規え1及預算編tll年度要求安

排萩算資金。

第十一条 申扱単位在扱送項目立項申清材料的同時,庄 当

接規定扱送項目萩算申扱ギ。由多企単位共同承担一企項目的,

泣当根据合同、lll洪分男1瑞制単項萩算,井 由項目牽共単位氾,こ

編tll項 目ι意預算。

項目預算包括吹入萩算和支出萩算,泣 当倣至1牧支平衡。

(一 )牧入萩算包括市鉄寺項資金和其他来源資金。有自等

資金及其他資金来源的,泣 当提供資金提供方的出姿承透,不得

使用貨千資金え外的姿声或共他市象財政資金作力資金来源。

(二 )支出預算泣当接照資金升支疱曰碗定的支出科曰和不

同資金来源分男1編列,井対各項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淑1算理由等逃

行洋如悦明。

第十二条 項目申扱叶,泣 明硫項目実施期限,没定明碗的

項目実施曰林和美鍵市点曰林,如化考核指林和聡牧方法。項目

萩算恙額和考核指林碗定后,一般不予調整。

お牧考核方式方法泣当明碗、可操作,具体包括寺家井1定、

用声坪介、第二方坪淑1等。

第十三条 同一項目己荻得市象財政資金支持的,丹禁重隻

或交相重隻申清寺項資金立項支持。企立 (事立単位項目申清人 )

已承担市財政支持的科研項目途期尚未結項或聡牧的,不得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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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項目資金。

原ス1上項目牽共単位同一年度限扱 1企項目,同 時在研市須

重大寺項不足辻 2企項目。上年度研友投入在 5000万元(合 5000

万元 )以上的単位同一年度限扱 2企項目,同 時在研市須重大寺

項不超辻 3企項目。上年度研友投入在 5化元 (合 5化元 )以上

的単位同一年度限扱 3企項目,同 時在研市須重大寺項不超辻 5

企項目。

第十四条 市立単位的科技管理机杓及芸 (市 、区)科技主

管部11庄 当対項目汰真常核把美,捧仇推存,碗保項目的真実性 ,

提高項目反量。市立単位的財券管理机杓、芸 (市 、区)財政部

11接規定常核扱送項目預算、及叶抜付資金。

第十五条 項目承担―iF位泣当在項目実施期満 6今月え内提

出詮牧申清,汗晨項目埜費決算和目林考核工作。重大寺項項目

埜費決算鹿地捧符合要求的会汁りT事券所逃行財券常汁。

因故不能接期錆項或詮1史 的,庄在項目至1期 前按原申扱程序

向市科技局申清延期,4オ}ヒ准后接新方案机行;女口未能llL准 ,併

需接原定期限逃行詮牧。

第十六条 存在下rll行力え一的,不得通辻財券お1交 :

(一 )縮扱虚候預算,套取財IEA資金 ;

(二 )未対寺項資金逃行単独核算;

(三 )裁 留t排 占、椰用寺項資金;

(四 )逍反規定結抜、特移寺項資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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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供虚仮財券会汁資料 ;

(六 )未接規定仇行和調整預算;

(七 )虚仮承球、単位自箸資金不rll位 ;

(八 )寺項資金管理使用存在逹規同題拒不整茨;

(九 )其他逍反財埜妃律的行力。

第十七条 強化琥牧和考核結果庄用,及叶抜付后ネト助資金。

事立単位承担的前ネト助項目,通辻お牧且墳残考核結果校好

的,筆余資金在財券詮牧完成起 2年 内由項目承担単位筑等安羽ト

用千科研活功的立接支出;未通辻財券詮牧或鏡妓考核結果較差

的,牧回年余資金。

企立承担的后ネト助項目,Ii■辻詮牧且須妓考核較好的,接照

核定的財政ネト助恙額抜付后ネト助資金;対千未通辻詮牧或鏡数考

核第呆較差的,不再抜付后ネト助資金或適当凋戒后ネト助金額。

第四章 鏡数坪倫和監督栓査

第十八条 市科技局負責似定寺項資金墳妓曰林,井接要求

編制墳残扱告。鉄妓曰林能清晰反映寺項資金的萩期声出和妓

果,包括俎須管理、逃度等共性汗介指林以及依据寺項資金保障

31早方向碗定合通的声出、数益和満意度指林。

第十九条 市財IEA局 、科技局及相美主管部11泣 当接照取責

～
分工,建立覆蓋資金管理使用仝辻程的資金監督栓査机十1。 監

督栓査泣当カロ張筑等lll渭 、信息共享,逹免交又重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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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建立信息公升和内控制度。項目承担単位泣当在

単位内部公升項目立項、主要研究人員、資金使用 (重 点足同接

費用、外抜資金、劣余資金使用等 )、 大型供器浚各殉畳以及項

目研究成果等情況,完善内部控tll利監督tll釣 机tll。

第二十一条 建立健仝信用管理机tll。 市科技局、財政局対

項目承担単位わ合作単位、項目負責人、相美会汁岬事券所、各

洵坪常寺家在資金管理使用、考核坪常等方面的行力逃行泥永和

信用坪倫。相美信用泥永足科技項目萩算核定、年余資金管理、

監督栓査的重要依据。

第二十二条 芦粛査炎寺項資金管理和使用中的各炎逹規辻

法行力。

項目承担単位和項目負責人在萩算縮扱、資金抜付、資金管

理和使用、財券お牧、監督栓査等不市存在逹規行力的,市財政

局、科技局格祝情況経重,釆取豹淡、通扱批坪、暫停項目抜款、

冬上項目仇行、追口已抜資金、除段性或永久取消項目承担者申

扱項口姿格等措施,井杵有美結果向社会公升。渉嫌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美交理。

第五章 附 興1

第二十三条 力遣泣科技管理体tlltttll改 革,促逃科技奄1新

友展而委托駐郎高校等単位浚立、実施井幼入邦州市重大科技奄1

新寺項十支1的 協同奄1新 、成果特化等重大を項的具体資金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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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照受托単位所実施的trr同 奄1新 、成果特化等具体管理亦法仇

行。

第二十四条 本亦法山市財政局、科技局負責解粋。

第二十五条 本亦法自友布え口起施行。寺項資金管理不再

執行 《邦州市技木研究々升友姪費管理亦法 (哲行 )》 (邦財教

[2008]3号 )的相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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