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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財政庁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咲合会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規剣
美子印友 《
課題資金管理方法》的通知
各市芸財政局 、社科咲 ,省 立有美部 11:
力 了規疱海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規支1慄 題 (以 下筒称省社科深
題 )資 金的使用和管理 ,提 高資金使用残益,更 好推功海南哲 学
社会科学繁茉友晨 ,根 据財政部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規支1飯 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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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印友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項 目資金管理 亦法》(財 教 〔2016〕
304号 )的 有美規定 ,劣 合省社科深題研 究的実昧 ,省 財政斤会
同省社会科学界咲合会制定 了《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規丸1深 題姿
口有 1司 題 ,情 及
金管理 亦法》,現 予印友 ,清 遵照仇行 。仇行 中女
吋反倹給省財政斤 、省社会科学界咲合会 。

響
海南
2

(此 件 主 功公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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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規剣深題
資金 管 理 方 法
第一章 忠興J
第 一条

力 了規苑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規支1深 題 (以 下筒称

省社科深題 )資 金的使用和管理 ,提 高資金使用残益 ,更 好推功
海南哲学社会科学繁茉友晨 ,根 据財IEX部 、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規
え1飯 早小俎 印友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項 目資金管理亦法》 (財
教 〔2016〕 304号 )的 有美規定 ,錆 合省社科保題研 究的実 昧

,

制定本亦法。
第 二条

省社科慄趣資金足指省象財政安羽}的 寺項用子資

助省社科深題研 究的資金 。具体 由省社会科学界咲合会 (以 下筒
称省社科咲 )実 施管 理 ,用 予資助海 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促 逃
海南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友晨 、人オ培赤和 仄伍建没 。
第二条

省社科保題姿 奏管理 均使用 ,泣 当以出成果 、出人

オカ 曰林 ,堅 持 以人力本 、尊重規律 、依 法規疱、公正合理和安
全 高数的原ス1,必 須符合有美財券管理制度規定 ,接 受省財政 、
常十部 11的 監督栓査和常十 。
第 四条

省社科保題負責人所在単位 (以 下筒称 深題承担

単位 ")是 省社科保題資金管理的責任単位 ,負 責省社科深題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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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 日常管理和監督 ,対 資金使用的合規性 、合理性逃行中核把
美。慄題負責人足省社科深題資金使用的立接責任人 ,対 資金使
用的真実性和相美性承担 法律責任 。
第五条

省社科深趣資金泣 当納入深題承担単位 財券銃 一

管理 ,単 独核算 ,を 款寺用 。
第二章
第六条

資金升支苑曰

省社科深趣資金支 出是指在深題俎鉄実施辻程 中

均研 究活功相美的、由保題資金支付的各項費用支 出。省社科慄
題資金分力立接費用和同接費用 。
第七条

立接 費用是指在深題研 究辻程 中友 生的均え 宣接

相美的費用 ,具 体包括

:

(一 )資 料費:指 在深題研究辻程 中需要支付的国ギ (包 括

外文国ギ )殉 畳 費,資 料牧集 、整理 、隻印、翻拍 、翻澤費,寺
用軟件殉共費,文 献栓索費等。
(二 )数 据釆集費:指 在深題研究辻程 中友 生的調査 、労淡 、

数据胸 共 、数据分析及相泣技木服券脚興等支 出的費用 。
(三 )会 決費/差 旅 費/国 昧合作均交流 費:指 在慄趣研究辻

程 中升晨学木研廿 、各洵 交流 、考察凋研等活劫面友 生的会決 、
交ミ 、食宿等費用 ,以 及深題研究人員出国及赴港澳 合、外国寺
家来年及港澳台寺家来 内地升展学木合作均交流的費用 。其中

,

不超辻宣接 費用 20%的 ,不 需要提供預算双1算 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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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没 各費:指 在深題研 究辻程 中殉畳没各和浚各耗材 、

升象第十班有浚各 以及租用外単位浚各 而友 生的費用 。
泣 当芦格控制没各殉畳 ,鼓 励共享 、租賃 以及対現有没各逃
行升級。
(五 )寺 家各洵費:指 在深題研 究辻程中支付分皓吋聘清的

客洵寺家的費用 。そ家盗洵費預算 由負責人接照深趣研 究実 昧需
要編制 ,支 出林准接 照省 内有美規定仇行 。
(六 )芳 券費:指 在深題研 究辻程 中支付分参均慄題研 究的

研究生、博 士后 、労同学者 以及深題聘用 的研 究人 員、科研捕助
人員等的芳券費用 。深題聘用人員的芳券費升支林准 ,参 照 当地
科学研 究和技 木服券 立人 員平均工 姿水平 以及在深題研 究中承
助費用幼入 芳券費夕1支 。労券
担的工作任券碗定 ,共 社会保隆ネト
費萩算泣根据深題研 究実昧需要端制 。
(七 )印 層1出 版 費:指 在深題研究辻程 中支付的打 印費 、印

刷費及 除段性成果 出版費等。
(八 )其 他支 出:深 題研 究辻程 中友 生的除上述費用 え 外的

共他支 出,泣 当在縮制萩算吋単独列示 ,単 独核定 。
第八条

同接 費用足指保題承 担単位在幻鉄実施慄題辻程

僕承担
中友 生的元法在立接費用 中夕1支 的相美費用 ,主 要用子ネト
単位力慄趣研 究提供 的現有供器没各及房屋 、水 、屯消耗等同接
成本 ,有 美管理 費用 ,以 及激励科研 人 員的須残支 出等 。
こ叡 的一定 叱711
同接 費用 一般接 照不足辻省社科深 題姿助 ′

口下:5万 元及 以下部分力 40%;超 辻 5万 元至
核定 。具体 比例 女
10万 元的部分力 30%;超 辻 10万 元的部分力 20%。
第九条

同接費用 由深題承担単位銃等管理使用 。深題承担

単位泣 当炎理好合理分樺 同接成本和対科研人 員激励的美系 ,根
据科研 人員在省社科保趣 工作 中的実昧貢献 ,第 合省社科深題研
究逃度和 完成反量 ,在 核定的同接費用疱国内,公 平公 升公正安
羽}須 数支出,充 分友拝須数支 出的激励作用 。
深趣承担単位不得在核定 的同接費用 以外再 以任何名 又在
省社科深題 資金 中重隻提 取 、列支相美費用 。

第二章 預算的編制与申核
第十条

省社科深題実行定叡ネト
助方式。深題資金萩算 由慄

題責任単位常定 ,井 扱省社科咲各茉 。
第十一条 深題負責人泣 当遵照 曰林相美性 、政策相符性和
姿 済合理性原只
1,以 省社科咲碗定的省社科深題資金姿助叡度 カ
依据 ,服 及深題研 究的需要 ,以 本亦法第七条 、第八条規定的升
支 疱El(支 出科 曰 )瑞 制保題資金萩算。
第十二条

保趣資金 由省社科咲抜付Fll深 題承担単位 。省社

科重大深題資金 一般分両次抜付 ,日 F第 一次 80%,第 二次 20%,
省社科其セ美型深題資金原ス1上 一次性抜付。跨単位合作研 究的
省社科深題 ,碗 需外抜資金的,泣 当在省社科深趣 萩算 中単独列
示 ,井 附外抜資金宜接費用支出預算 。同接費用外抜金叡 ,由 深
￢一

趣承担単位和合作研 究単位lll商 挽定 。深題承担単位泣 当及 叶接
照合作研 究lll洪 和常核通辻的資金 萩算紫抜 合作研究単位資金 。

第 四章
第十 三条

預算lA行 与決算

深題負責人泣 当芦格仇行 姪常核批准后 的省社

科深題萩算。挽需凋芥1的 ,由 深題負責人提 出ギ面 申清 ,保 題承
担単位 重新常定后 ,扱 省社科咲各案 。
第十 四条

省社科深題資金的支付実行 国庫集中支付制度 。

有資金預留的深題 ,在 省社科深趣成果ミ辻申核詮牧后支付 。未
通辻常核詮牧的省社科深題 ,萩 留資金不予支付。省社科深趣姿
金属予政府釆殉疱目的,泣 当接照政府采賄有 美規定仇行 。
第十五条

深題承担単位泣 当芦格仇行 国家和省有美科研

資金支 出管理制度 。対泣 当実行 公券十"結 算的支 出,接 照使
用公 券十分算 的有美規定仇行 。寺家各洵費、芳券費等支 出,原
ス1上 泣 当ミ辻銀行猪敗方式錯算 ,炊 芦控tll現 金支 出事項 。
対子野外考察 、数据釆集等元法取得友票或財政性票据的支
出,在 挽保真実性的前提下 ,可 接実昧友 生叡子以扱鋼 。
第十六条

省社科深題 完成后 ,保 題 負責人泣 当会 同科研 、

財券 、常十 、姿声等管理部 11及 叶清理敗 曰与姿声 ,政 口実瑞制 《海
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規支1深 趣結項常批表 》 中的省社科深題決算
表 ,不 得随意調敗交功支 出、随意修 攻泥敗免II。
有外抜資金的省社科深題 ,外 抜資金決算径合作研究単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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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申十部 11常 核井答署意見后 ,由 慄題負責人涯恙端制省社科
深題資金決算 。
第十七条

省社科深趣 成果 首 次基定 的費用 由省社科咲男

行支付。需要俎鉄第二次基定的,巻 定 費由省社科慄題俎承担

,

或八省社科深題預留資金 中わ除。基定費支付林准接省財政有美
規定仇行 。
第十八条

省社科深趣在研期同,年 度剰余資金可 以錯装下

一年度 継紋使用 。省社科保題成果完成井ミ辻常核詮牧后 ,劣 余
資金可用子深題最終成果 出版及后象研究的宣接支 出。
第十九条

省社科深題結余資金有 以下情汎的,在 接 至1遭 知

后 30国 内接原渠ill退 回省社科咲 ,省 社科咲接原渠ill退 回省財
政 :深 題成果ill辻 申核詮牧 2年 后 ,併 有剰余的;深 題成果未通
辻常核詮牧的;深 趣承担単位信用 汗介差的;深 題被終止仇行的。
被撤硝 的深題退 回全部 己抜深題資金 。
第二十条

省社科深題研究辻程 中,使 用深題資金形成的固

定資声 、元形姿声等属予国有資声 ,深 題承担単位泣 当接照国有
姿声管理的有美規定机行 。

第五章
第 二 十 一条

管理 与監 督

深題負責人泣 当依 法依 規使用省社科深題姿

金 ,不 得檀 自調整外抜資金 ,不 得dll用 虚仮 票据套取 資金 ,不 得
ill辻 瑞造虚仮 芳弁合 同、
虚杓人 員名単等方 式虚扱 冒頷 芳券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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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家盗洵奏,不 得用深題資金支付各稗罰款 、捐款 、費助 、投資
等。
第 二十 二条

深題承担単位泣 当tll定 本単位管理使用省社

科深題資金的具体亦法 ,明 挽申批程序 、管理要求和扱硝 規定

,

︐

落実省社科深題預算凋外1、 同接奏用銃箸使用 、労券奏分 配管理 、
０

劣余資金使用等管理枚限。
第 二十 二条

慄題承担単位泣 当カロ張省社科深趣資金萩算

常核把美 ,規 疱財券支 出行 力 ,完 善 内部凩 隆防控机制 ,強 化資
金使用須残坪介 ,保 障資金使用安全規疱有致 。
第 二十 四条

省社科咲泣カロ71対 各承担単位和深題負責人

的資金使用和管理情汎逃行栓査 。友現同題及 叶督促整 改,井 向
省財政部 11扱 告。
第二十五条 建 立省社科保題資金使用和管理的承昔机制。
慄題承担単位庄 当承音依 法依規履行省社科保題資金管理 的取
責 ,深 題負責人泣 当承透提供真実的財券票据信 息 ,声 格遵守省
０

社科深題資金管理的有美規定 。
■一

第 二十六条

建 立省社科深題資金使用和管理的信用机 tll,

省社科咲対深趣承担単位和 深題負責人在省社科保題資金使用
和管理方 面的信誉度逃行坪介和泥永 ,作 力対深題承担単位信用
坪級和深趣 負責人 須数考 汗 以及今后 資助的重要依据 。
第 二十七条

建 立省社科慄題資金使用和管 理 的信 息公 升

机 lll。 保趣承担単位和深題負責人泣 当在単位 内部公 升省社科深

題預算 、萩算凋芥1、 決算 、深題俎人 員杓成 、浚各殉畳 、外抜姿
金 、労券費友放 以及 同接費用和結余資金使用等情況 ,自 党接受
監督 。
第二十八条 対存在弄虚作仮嶋取保題 資金的,記 入減信泥
永楷案 ,井 接照 《預算法》 《財政逹法行力炎男炎分条例 》等法
規的有美規定炎理 ,渉 嫌 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美炎理 。
省財政 、省社科咲 、深題承担単位及其工作人 員,在 寺項姿
金常批申核辻程中,逹 反規定分 配資金 、向不符合条件的単位或
項 目分配資金 、超 出規定苑曰或林准分 配寺項資金 ,以 及其他濫
用承枚 、玩忽取守 、御私 舞弊等辻法逍先行力的,接 照 《萩算法》
《財政ミ法行力丈罰丈分条例 》等法規的有美規定炎理 ;渉 嫌 犯
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美丈理。

第六章

附興J

第二十九条 本亦法 自友布 え 曰起施行 。本亦法施行前的有
美規定均本亦法不符的,均 以本 亦法力准 。
第 二十条

本亦法 由省財政斤 、省社科咲負責解粋 。

海南省財政斤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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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1日 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