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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等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六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依照本法规定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的职权，不

受侵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单位

的负责人，不得自行修改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统

计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及其他机构、人

员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统计

违法行为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

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

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

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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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说明 

（一）调查目的 

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我国高等学校科技工作的发展状况，为各级科技、教

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研究与试验发展

(R&D)投入统计规范》、《科技综合统计报表制度》等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为年度报表。 

（二）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是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大学和学

院、职业技术大学/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职业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独立

学院，下同）及附属医院。 

（三）调查内容 

包括高等学校科技工作基本情况，科技人力资源、科技经费、科技活动机

构、科技项目（课题）、科技交流、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技术成果、出版科

技著作、科技成果奖励、科技期刊、创新相关情况等 11 张表。 

（四）调查方法 

调查方法为全面调查。 

（五）报告期及报送时间 

1.报告期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2.报送日期为次年 3 月初各高校报送至省级教育行政部门；3 月下旬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报送至教育部；具体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 

3.4 月 20 日前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报送至省级统计局。 

（六）组织实施 

1.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调查范围内

所有高校及其附属医院的统计、审核和汇总工作。 

2.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汇总后通过 U 盘或其他存储介质将单机版生成的

数据和纸质版报表报送教育部。 

3.教育部负责全国数据审核和汇总工作。 

（七）统计资料公布及数据共享 

数据每年汇总出版《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出版后电子版在教育

部网站上公布。 

（八）本统计报表制度由国家统计局、教育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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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年报 1 表 科技人力资源情况表 年报 

全日制普通高校（大学、

独立学院和高等专科学

校）及其附属医院 

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全日制

普通高校（大

学、独立学院

和高等专科学

校）及其附属

医院 

次年 3 月初各

高校报送至省

级教育行政部

门；3 月下旬省

级教育行政部

门通过 U 盘或

其他存储介质

将单机版生成

的数据和纸质

版报表报送教

育部。4 月 20

前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报送至

省级统计局。 

年报 2 表 科技经费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3 表 科技活动机构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4 表 科技项目（课题）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5 表 科技交流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6 表 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7 表 科技成果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8 表 出版科技著作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9 表 科技成果奖励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10 表 科技期刊情况表 年报 同上 

年报 11 表 创新相关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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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基表） 

 

 

（一） 科技人力资源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1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最后学历 技术职务 职务类别 所属学科 

甲 L1 L2 L3 L4 L5 L6 L7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按当年 12 月 31 日除人文、社会科学人员外的学校在编教学与科研人员及直接为其服务的人员统计。所

属学科按原从事学科填写。 

2.最后学历代码: 1 博士研究生；2 硕士研究生；3 大学本科；4 大学专科；5 中专及以下。 

3.技术职务代码:11 中国科学院院士；12 中国工程院院士；20 正高级；21 副高级；30 中级；40 初级；50 其

他；90 辅助人员。 

4.职务类别代码：1 教师技术职务系列人员；2 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 

5.从事学科按附录中《学科分类与代码》填报，没有学科的填写 999。 

6.性别代码：1 男；2 女。 

7.出生年月填写 6 位数字，如 1995 年 9 月填写为“19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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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经费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2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经费数（千元） 

甲 乙 1 

一、上年结转经费 01  

二、当年拨入经费合计 02  

其中：R&D 经费拨入合计 03  

科研事业费 04  

其中:科研人员工资 1 05  

科研人员工资 2 06  

主管部门专项费 07  

其中:平台建设经费 08  

人才队伍建设经费 09  

其他学科建设经费 10  

国家发改委及科技部专项费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费 12  

国务院其他部门专项费 13  

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费 14  

地市厅局（含县）专项费 15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 16  

其中:进入学校财务 17  

当年学校科技经费 18  

其中: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配套 19  

金融机构贷款 20  

境外资金 21  

其他资金 22  

三、当年经费支出合计 23  

其中:R&D 经费支出合计 24  

转拨给外单位经费 25  

其中：对境内研究机构 26  

对境内高等学校 27  

对境内企业 28  

对境外机构 29  

内部支出经费合计 30  

人员劳务费 31  

业务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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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经费数（千元） 

甲 乙 1 

固定资产购置费 33  

其中:仪器设备费 34  

上缴税金 35  

管理费 36  

其他支出 37  

四、当年结余经费合计 38 
 

银行存款 39  

暂付款 40  

其他 41  

附表： — — 

当年科研基建投入 42  

当年科研基建支出 43  

其中：土建工程 44  

仪器设备 45  

在岗人员人均年工资 46  

年末在校从业人员总数（人） 47  

年末在校博士研究生数（人） 48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审核关系： 

1.02 栏=04+07+11+12+13+14+15+16+18+20+21+22 栏；30 栏=23-25 栏=31+32+33+35+36+37 栏； 

2.38 栏=（01+02）-23 栏=39+40+41 栏；25 栏≥26+27+28+29 栏；43 栏≥44+45 栏； 

3.02 栏≥03 栏；04 栏≥05+06 栏；07 栏≥08+09+10 栏；16 栏≥17 栏；18 栏≥19 栏；23 栏≥24 栏；33 栏≥34

栏。 

4.06 栏=4-1 表 L4*0.6(60%)*2 表 46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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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活动机构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3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机构类

别 
学科分类 组成形式 

从业 

人员 

（人） 

  

代码 
博士毕业 

（人） 

硕士毕业 

（人）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续表 1 

 

培养研究生

(人) 

当年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科技活动

人员 

（人年） 

高级职称 

（人年） 

中级职称 

（人年） 

初级职称 

（人年） 

其他 

（人年） 

其中：R&D

经费内部支

出 

（千元）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续表 2 

承担项目（课题）

（项） 

固定资产原值 

（千元） 

  
服务的国民经济

行业 仪器设备（千元） 
 

进口（千元） 

L16 L17 L18 L19 L2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学校经国家、省部级及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建立的理、工、农、医类研究机构。当年未开展科技活动

的机构及学校自建的研究机构不作统计。 

2.机构类型填写代码。代码为：0 R&D 机构；1 其他机构。 

3.机构类别填写代码。代码为：10 国家实验室；20 国家重点实验室；30 国家专业实验室；41 省部共建实验

室；42 省部级实验室； 50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0 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0 其他主管部门机

构；80 其他国家级科研平台/机构；90 其他省部级科研平台/机构。 

4.组成形式填写代码。代码为： 10 单位独办；20 与境内高校合办；30 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办；40 与境外机

构合办；51 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办；52 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办；70 其他。 

5.学科分类按附录中《学科分类与代码》填报，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按附录中《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填

报。 

审核关系： 

L5 栏≥L8 栏；L5 栏≥L6+L7 栏；L8 栏=L9+L10+L11+L12 栏；L14 栏≥L15 栏；L17 栏≥L18 栏≥L19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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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技项目（课题）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4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项目（课题）批准

（合同签订）时间 

当年拨入经费 

（千元） 

当年支出经费 

（千元） 

L1 L2 L3 L4 L5 

0001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续表 1 

 博士生

折合人

时（人

年） 

参与项目

（课题）的

研究生

（人） 

 

当年投入人员

（人年） 

其中： 

女性 

其中：按职称分 其中：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其他 
博士生数 

（人） 

硕士生数 

（人）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续表 2 

学科

分类 

活动 

类型 

项目（课

题）来源 

组织 

形式 

合作形

式 

服务的国民

经济行业 

项目（课题）

的社会经济

目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际

合作标识和企事业单位

委托省内外标识 

L16 L17 L18 L19 L20 L21 L22 L23 

单位负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当年正在进行的科技项目（课题）（包括 R&D 项目，R&D 成果应用项目和其他科技服务项目），当

年未投入经费、也未投入人员的不作统计。 

2.学科分类按附录中《学科分类与代码》填报（3 位代码），服务的国民经济行业按附录中《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与代码》填报（3 位代码），项目（课题）的社会经济目标按附录中《社会经济目标分类与代码》填报（4 位

代码）。 

3.组织形式填写代码。代码为：1 牵头单位；2 合作单位。 

4.“牵头单位”指项目（课题）承担单位直接与项目下达单位签订合同或计划任务书的单位。 

5.“当年投入人员（人年）”及“博士生折合人时（人年）”按全时当量填写，“博士生数、硕士生数（人）”按参

与项目实际人数填写(此处统计的研究生是指统计单位当年培养的在读研究生，而不是项目组成员中研究生学

历人数)。如出现一位研究生参与多项课题，在人数只统计一次（即不重复统计）；在折合人时统计时据实统计。 

6.项目来源代码：01 国家“973”计划；0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03 国家“863”计划；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5

主管部门科技项目；06 国家科技部项目；0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08 国家部委其他科技项目；09 省、

自治区、直辖市科技项目；10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11 国际合作项目；12 自选课题；13 其他课题；14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6 地市厅局（含县）项目。其中 11 国际合作项目，是指资金来

自国（境）外的科技项目。 

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际合作标识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课题）省内外标识，对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

题）：填 1，即是国际合作项目，0 为否；对于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项目（课题），填 1，即是省内项目，0 为

否。国际合作项目都填 1，其他类项目填 0。 

8.合作形式：选择项目（课题）最主要的合作形式并按相应代码填写，填写代码：01 独立完成；02 与境内独立

研究机构合作；03 与境内高等学校合作；04 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05 与境外机构合作；06 其他形式。 

审核关系： 

L6 栏=L8+L9+L10+L11 栏；L6 栏≥L7 栏；L14＜表 2 的 L48 栏；L13=L14+L15；L12≤L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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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交流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5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交流形式 计量单位 代码 合计 其中:境内 其中:国(境)外 

甲 乙 丙 L1 L2 L3 

合作研究 

派遣 人次 01    

接受 人次 02    

国际学术会议 

出席人员 人次 03    

交流论文 篇 04    

特邀报告 篇 05    

主办会议 次 0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学校理、工、农、医学科领域在本年度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及合作研究派遣情况。 

2.本表统计当年进行的科技交流情况。列入当年计划，未执行的不统计。 

审核关系： 

L1=L2+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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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6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受让方类型 代码 合同数（项） 合同金额（千元） 当年实际收入（千元） 

甲 乙 L1 L2 L3 

合计 01    

其中: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 02    

其他知识产权转让及许可 03    

国有企业 04    

外资企业 05    

民营企业 06    

其他 07    

 

续表 1 

知识产权类型 代码 申请数（项） 授权数（项） 专利拥有数（项） 

甲 乙 L1 L2 L3 

合计 08    

其中：国（境）外 09    

发明专利 10    

实用专利 11    

外观设计 12    

其他知识产权 13    

其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数 14    

植物新品种权授予数 15    

国家或行业标准数 16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统计学校理、工、农、医学科领域在本年度内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情况。 

2.合同数：指学校确认、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一项技术成果签订多项转让合同的，按签订的合同数统计。 

3.合同金额：指签订的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金额中确归学校所有的金额总数。 

4.当年实际收入：指在本年度内，学校从技术转让合同中实际得到的技术转让费。 

5.其他知识产权：包括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国家或行业标准，以及软件登记、医药新品种等。 

6.专利拥有数：指学校目前有效专利数总数。 

审核关系： 

01 栏=04+05+06+07 栏；08 栏=10+11+12；13 栏≥14+15+16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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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成果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7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学科门类 代码 

发表科技论文（篇） 论文检索系统 

合计 国外学术刊物发表 SCIE EI CPCI-S 

甲 
乙 L1 L2 L3 L4 L5 

合计 01      

自然科学 02      

工程与技术 03      

医药科学 04      

农业科学 05      

 

续表 1 

国家级项目验收（项） 

合计 
与其他单位合

作 

项目来源 

“973”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86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军工项目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当年学校理、工、农、医学科技成果情况。 

2.“发表科技论文”、“论文检索系统”均以第一完成人进行统计。 

3.论文检索系统：填报统计年度的上一年度论文收录数。 

 

审核关系： 

01 栏=02+03+04+05 栏；L6 栏=L8+L9+L10+L11+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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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版科技著作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8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序号 

科技

著作

名称 

作者 
作者

排序 

著作总字数 

（千字） 

撰写字数

（千字） 

著作

类别 

出版

单位 

出版

地 
书号 

出版

日期 

学科

类别 

甲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当年学校理、工、农、医学科科技著作出版情况。 

2.两个及以上单位合作的著作，各校均可填报，每单位只能上报一次（同一书号只能上报一次）。 

3.作者：指本校在该著作中的第一作者。 

4.作者排序按专著版权页顺序填写代码，代码为：01 排名为第一；02 排名为第二；03 排名为第三。 

5.撰写字数：按本人撰写字数填写。 

6.著作类别代码：1 专著；2 教科书；3 编著。 

7.出版地代码：0 境内；1 国（境）外。 

8.出版日期填写 6 位，如 2019 年 1 月填写为“201901”。 

9.学科类别按一级学科目录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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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科技成果奖励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9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序号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单位排序 奖励类别 获奖等级 学科分类 

甲 L1 L2 L3 L4 L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当年学校理、工、农、医学科科技成果奖励情况。 

2.多次获奖成果只填报一次，按所获得最高级别奖统计。 

3.两个以上单位合作获奖的成果各有关学校均可填报。 

4.获奖单位排序填写代码：01 获奖单位为第一；02 获奖单位为第二；……10 获奖单位为第十。 

5.奖励类别填写代码：00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01 国家自然科学奖；02 国家技术发明奖；03 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04 国务院各部门科技奖； 05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 

6.获奖等级填写代码：0 特等奖；1 一等奖；2 二等奖；3 三等奖。 

7.学科分类按一级学科目录填报，代码与学科名称一起填报，录盘时只录入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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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科技期刊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10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学校名称： 有效期至：2021 年 7 月 

序号 刊名 国内刊号 创刊时间 出版周期 开本 期刊类型 页码 

甲 L1 L2 L3 L4 L5 L6 L7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续表 1 

语种 定价 印数 发行量 年载文量 学科门类 主管部门 邮发代码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年 月  日 

 

说明： 

1.本表填报高校作为第一主办单位的科技期刊情况，包括学报。 

2.出版周期：1 周刊；2 半月刊；3 月刊；4 双月刊；5 季刊；6 半年刊；7 年刊。 

3.期刊类型：1 综合指导类； 2 学术类；3 技术类；4 检索类；5 科普类。 

4.语    种：1 汉文；2 英文；3 蒙文；4 哈萨克文；5 维吾尔文；6 藏文；7 朝文；8 混合文种。 

5.学科门类：1 自然科学；2 工程与技术；3 医药科学；4 农业科学；5 其他。 



17 

 

（十一）创新相关情况表（表式及指标解释以教育部另行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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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表式（审核表） 

 

科技人力资源情况表 
     表    号：科技年报 1-1 表 

     制定机关：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8〕86 号 

类别 编号 合计 
其中： 

女性 

教师技术职务系列人员 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 

小计 教授 
副教

授 
讲师 助教 其他 小计 高级 中级 初级 其他 

辅助

人员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合计 01               

按原

从事 

学科 

分组 

自然科学 02               

工程与技术 03               

医药科学 04               

农业科学 05               

其他 06               

按 

学 

历 

分 

组 

博士研究生 07               

硕士研究生 08               

大学本科 09               

大学专科 10               

中专及以下 11               

按 

年 

龄 

分 

组 

30 岁以下 12               

31-35 岁 13               

36-40 岁 14               

41-45 岁 15               

46-55 岁 16               

56-60 岁 17               

61 岁以上 18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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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经费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2-1 表 

   制定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指标名称 
编

号 

经费数 

（千元） 
指标名称 编号 

经费数 

（千元） 

甲 乙 L1 甲 乙 L1 

一、上年结转经费 01   对国内高等学校 27   

二、当年拨入经费合计 02   对国内企业 28   

其中：R&D 经费拨入合计 03   对境外机构 29   

科研事业费 04   内部支出经费合计 30   

其中:科研人员工资 1 05   人员劳务费 31   

科研人员工资 2 06   业务费 32   

主管部门专项费 07   固定资产购置费 33   

其中:平台建设经费 08   其中:  仪器设备费 34   

人才队伍建设经费 09   上缴税金 35   

其他学科建设经费 10   管理费 36   

国家发改委及科技部专项费 11   其他支出 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费 12   四、当年结余经费合计 38   

国务院其他部门专项费 13   银行存款 39   

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费 14  暂付款 40   

地市厅局（含县）专项费 15  其他 41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 16   附表: — — 

其中:进入学校财务 17   当年科研基建投入（千元） 42   

当年学校科技经费 18   当年科研基建支出（千元） 43   

其中: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配套 19   其中：土建工程 44   

金融机构贷款 20   仪器设备 45   

境外资金 21   在岗人员人均年工资（千元） 46   

其他资金 22   年末在校从业人员总数（人） 47   

三、当年经费支出合计 23   年末在校博士研究生数（人） 48   

其中：R&D 经费支出合计 24      

转拨给外单位经费 25      

其中：对国内研究机构 26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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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活动机构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3-1 表 

      制定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类别 编号 
机构

数(个) 

从业人数 科技活动人员 

培养研

究生

（人） 

当年经费内部 

支出 承担项

目（课

题） 

（项） 

固定资产原值 

(人) 
其中:

博士

毕业 

硕士

毕业 

（人

年） 
高级 中级 （千元） 

其中: 

R&D 经

费内部

支出 

（千元） 其中: 

仪器设

备 

其中:

进口 
 职称 职称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合计 01                             

R&D 机构 02                             

其他机构 03                             

国家级机构 04                             

省部级机构 05                             

其他主管部门机构 06                             

单位独办 07                             

与境内高校合办 08                             

与境内独立研究机

构合办 
09                             

与境外机构合办 10                             

与境内注册外商独

资企业合办 
11               

与境内注册其他企

业合办 
12               

其他 13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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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课题）情况表（一） 

 

  

       表    号： 科技年报 4-1 表 

       制表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编号 

项目

(课

题)数 

(项) 

当年投

入 

经费 

(千元) 

当年支

出 

经费 

(千元) 

合计 

当年投入人员(人年) 

博士生

折合人

时(人

年) 

 

其中：女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初级 

职称 
其他 

参与项目

(课题)的

研究生

(人) 

其中： 

博士

生数

(人) 

 

硕士生数

(人)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合计 01                   
 

      

基础研究 02                   
 

      

应用研究 03                   
 

      

试验与发展 04                   
 

      

R&D成果应

用 
05                   

 
      

其他科技服

务 
06                   

 
      

自然科学 07                   
 

      

工程与技术 08                   
 

      

医药科学 09                   
 

      

农业科学 10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22 

 

科技项目（课题）情况表（二） 

      表    号： 科技年报 4-2 表 

      制表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项目来源 编号 

项目

（课

题）数 

(项） 

当年

拨入

经费 

（千

元） 

当年

支出

经费 

（千

元） 

合计 

当年投入人员（人年） 

博士生

折合人

时（人

年） 

参与项

目（课

题）的

研究生

（人） 

   

其中：

女 

高级 

职称 

中级 

职称 

初级 

职称 
其他 

其中： 

博士

生数

（人） 

硕士

生数

（人

）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合计 01              

国家“973”计划 0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03              

国家“863”计划 04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06              

国家科技部项目 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08              

主管部门科技项目 09              

国家部委其他科技

项目 
10              

省、自治区、直辖

市科技项目 
11              

地市厅局（含县）

项目 
12              

企事业单位委托科

技项目 
13              

国际合作项目 14              

自选课题 15              

其他课题 16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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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5 表 

    制表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交流形式 单位 编号 合计 境内 国（境）外 

甲 乙 丙 L1 L2 L3 

合作研究 

派遣 人次 01       

接受 人次 02       

国际学术会议 

出席人员 人次 03       

交流论文 篇 04       

特邀报告 篇 05       

主办会议 次 06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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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6 表 

      制定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受让方类型 编号 
合同数 

合同金

额 
当年实际收入 

知识产权类型 编号 
申请数 授权数 专利拥有数 

（项） （千元） （千元） （项） （项） （项） 

甲 乙 L1 L2 L3 甲 乙 L4 L5 L6 

合计 01       合计 08       

其中:专利所有权转让

及许可 
02         其中：国（境）外 09       

其他知识产权转让及

许可 
03         发明专利 10       

国有企业 04         实用专利 11       

外资企业 05         外观设计 12       

民营企业 06       其他知识产权 13 
 

    

其  他 07       
 其中: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登记数 
14       

     
    植物新品种权

授予数 
15       

     
    国家或行业标

准数 
16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25 

 

科技成果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7-1 表 

          制定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学科门类 编号 

发表科技论文

（篇） 
论文检索系统 科技专著 大专院校教科书 编 著 

合计 

其中：国

外学术刊

物发表 

SCIE EI 
CPCI-

S 
部 千字 

国（境）外出版 

部 千字 部 千字 
部 千字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合计 01                           

自然科学 02                           

工程与技术 03                           

医药科学 04                           

农业科学 05                           

 

国家级项目验收（项） 

合计 

 项目来源 

与外单位合

作 
“973”项目 

国家科技 

支撑项目 
“863”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军工项目 

L14 L15 L16 L17 L18  L19 L20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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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奖励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9-1 表 

      制定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部门：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类别 编号 合计 

国家

最高   

科学

技术

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省部级奖 

其他 

特等奖 
一等

奖 

二等

奖 
特等奖 

一等

奖 

二等

奖 
特等奖 

一等

奖 

二等

奖 
特等奖 

一等

奖 

二等

奖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合计 01                               

自然科学 02                              

工程与技术 03                               

医药科学 04                               

农业科学 05                               

其他 06                               

第一承担单位 07                               

第二承担单位 08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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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情况表 

          表    号： 科技年报 10 表 

          制定机关： 教  育  部 

学校编码：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学校名称：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8〕86 号 

序号 
刊名 国内刊号 

创刊

时间 

出版

周期 
开本 

期刊

类型 
页码 语种 定价 印数 发行量 

年载 

文量 

学科 

门类 

主管 

部门 

邮发 

代码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L14 L1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业务部门负责人(签章):      复核人(签章):     填表人(签章):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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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指标解释 

（一）主要基本概念 

1.科技活动：指所有与各科学技术领域（即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技术、

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系统的活动。为核算科技

投入的需要，科技活动可分为研究与试验发展（R&D）、R&D 成果应用和科技服务三类活动。 

2.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R&D”，下同）：指为增加知识存量（也包括有关人类、文化和

社会的知识）以及设计已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种类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统称为科学研究。R&D 活动应当满足五个条

件：新颖性、创造性、不确定性、系统性、可转移性（可复制性）。 

3.基础研究：指一种不预设任何特定应用或使用目的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其主要目的

是为获得（已发生）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规律和新知识。其成果通常表现为提出一

般原理、理论或规律，并以论文、著作、研究报告等形式为主。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

究。纯基础研究是不追求经济或社会效益，也不谋求成果应用，只是为增加新知识而开展的基

础研究。定向基础研究是为当前已知的或未来可预料问题的识别和解决而提供某方面基础知识

的基础研究。 

4.应用研究：指为获取新知识，达到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而开展的初始性研究。应

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的可能用途，或确定实现特定和预定目标的新方法。其研究成

果以论文、著作、研究报告、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等形式为主。 

5.试验发展：指利用从科学研究、实际经验中获取的知识和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知识，

开发新的产品、工艺或改进现有产品、工艺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以专利、专有技

术，以及具有新颖性的产品原型、原始样机及装置等形式为主。 

6.研究与试验发展成果应用（简称“R&D 成果应用”，下同）：是指为使试验发展阶段产生

的新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的新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作实质性改进后的上述各项能够投入

生产或实际应用，解决所存在的技术问题而进行的系统性的工作。 

7.科技服务：是指和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相关并有助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传播和

应用的活动，包括：为扩大科技成果的适用范围而进行的示范推广工作；为用户提供信息和文

献服务的系统性工作；为用户提供可行性报告、技术方案、建议及进行技术论证等技术咨询工

作；自然、生物现象的日常观测、监测，资源的考察和勘探；有关社会、人文、经济现象的通

用资料的收集，以及这些资料的常规分析与整理；对社会公众的科学普及活动为社会和公众提

供的测试、标准化、计量、质量控制和专利服务，但不包括企业为进行正常生产而开展的这类

活动。 

（二）教学与科研人员 

1.教学与科研人员：指在统计年度内高等学校在编职工，从事大专以上教学、研究与试验

发展（R&D）、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工作人员，以及直接为上述工作服务的人员。包括统

计年度内从事科技活动累计工作时间一个月以上的外籍和高教系统以外的专家和访问学者。 

2.教师技术职务系列人员：指按教师技术职务系列评定任职资格的从事教学、科技活动和

科研管理的教师。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未评定相应技术职务的在编教师在本系列的“其

他”栏填报。 

3.其他技术职务系列人员：指从事教学、科技活动并具有该系列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高、中、初级技术职务的划分见附录：各类专业技术职务对应关系表。具有大学本科毕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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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未评定任职资格的其他技术人员在本系列的“其他”栏填报。 

4.辅助人员：指直接从事教学、科技活动辅助工作，没有上述（2）、（3）项技术职务的人

员。 

5.教学与科研人员统计范围： 

（1）从事大专以上教学、R&D、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活动的人员： 

①从事大专以上学历的教学人员。 

②从事 R&D 课题研究的人员。 

③从事 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课题研究的人员。 

（2）直接为教学、R&D、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活动服务的人员： 

①直接从事教学、R&D、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的管理工作人员。具体包括：校（院、

系）党政机关中的教务、科技、研究生、设备、财务、外事、学生工作等管理部门中的人员；

党办、校办、宣传、组织、人事、共青团等部门中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②为教学、R&D、R&D 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活动提供实习、实验、计算、分析测试场所

或条件的人员。具体如教学科研实验室、中试（实习）工厂（车间）、医药院校中的附属医院、

计算中心、分析测试中心等机构中的人员均属“直接服务”人员。 

③从事图书资料、科技信息和通用数据及标本收集的人员。具体如图书馆、信息中心、科

技档案馆、学报编辑部、出版、印刷部门以及动植物园、天文台（站）等机构中的人员也应属

直接“直接服务”人员。 

④其他科技服务如专利、标准、计算、科技咨询等机构中的人员也属“直接服务”人员。 

⑤在统计年度调入且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 

6.不属于教学与科研统计范围的人员： 

（1）在总务、基建、生产、保卫、纪检、统战工会，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及工厂、职工

医院、门卫传达、附中、附小、幼儿园、托儿所、招待所（培训中心）、食堂、车队中工作的

人员。 

（2）学校在册职工中，长期病休或出国进修、学习等、从事教学与科技活动不足 1 个月

的人员。 

（3）离、退休人员、外单位进修人员、外单位自带课题、经费在统计单位进行教学与科

技活动且不领取报酬的人员。 

（4）在统计年度内调离的人员。 

7.全时人数：指在统计报告期内，从事 R&D（包括科研管理）或从事 R&D 成果应用、科

技服务（包括科研管理）工作时间占本人全部工作时间 90%及以上的人数。即工作时间在 9 个

月以上的人数。寒暑假工作时间不计，一年按 10 个月计。 

8.非全时人数：指在统计年度中，从事 R&D（包括科研管理）或从事 R&D 成果应用、科

技服务（包括科研管理）工作时间占本人全部工作时间 10%-90%的人员数。 

9.非全时折合全时人数：指非全时人员从事 R&D（包括科研管理）或从事 R&D 成果应用、

科技服务（包括科研管理）的工作时间的百分比相加达 100%折合为 1 个全时人员，并依次累

计相加得出的全时人数（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取整数）。 

10.辅助人员：涵义见“教学与科研人员”。但本表的范围是从事 R&D 或从事 R&D 成果应

用、科技服务活动的辅助工作的人员。在一个学校内如难以折合“全时”计算时，可按下面公

式计算： 

辅助人员（全时）= 
学校 R&D 的全时当量教师数 

×学校全体辅助人员数 
学校全体教学与科研的教师数 

（三）科技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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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当年全校理、工、农、医学科科技经费收入、支出、结余情况。包括学校财务和外单

位直接进入系、所、公司等财务的科技活动经费。 

1.科研事业费：指学校上级主管部门从科学事业费、教育事业费中通过切块和按项目戴帽

下达，以及学校从教育事业费中安排的研究经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填入此栏，不能填

入“当年学校科技经费”。 

2.科研人员工资 1：指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按预算下达的科研人员工资。 

3.科研人员工资 2：指按当年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中非全时折合全时人数乘以当年在岗人员

年平均工资计算。 

4.主管部门专项费：主管部门当年下达的各类建设专项经费中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国家

“双一流”建设经费填入此栏）。 

5.国家发改委及科技部专项费：指二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划 73”计划、国家科技部项目、工程技术中心

等其他重大项目的科技活动经费。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费：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拨给的科学基金经费，包括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由申请项目、重大基金项目、重点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等的科

技活动经费。 

7.国务院其他部门专项费：指国务院各部门（非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拨给学校的科技活动

经费。国务院各部门通过学校上级主管部门划转拨给学校的项目经费，也在此栏统计。 

8.省、自治区、直辖市专项费：指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非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拨给

学校的科技活动经费。 

9.企事业单位委托科技经费：指学校从校外企、事业单位获得的科技活动经费。 

10.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配套经费：指从学校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研究开

发提供的配套支持经费。 

11.当年学校科技经费：指从学校基金或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新产品出售等各种收入中

划出直接用于当年科技活动的经费。 

12.金融机构贷款：指学校通过向各种金融机构贷款获得的用于科技活动的经费。 

13.境外资金：指来自境外(包括港澳台)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国际组织、民间组织、

金融机构及外国政府的资金。统计时，按国家外汇兑换率折合成人民币填报。 

14.其他资金：指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中从上述渠道以外获得的用于科技活动的资金，包括来

自民间非营利机构的资助和个人捐赠等。 

15.转拨给外单位经费：指学校从拨入的研究经费中，转拨给其他单位的经费，不包括外协

加工费。 

16.人员劳务费：指学校当年从科技活动经费中支付的劳动报酬及各种费用。包括各种形式

的工资、补助工资、津贴、价格补贴、奖金、福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人民助学金等。科研人员工资 1 和科研人员工资 2 的支出也包含在内。 

17.业务费：指从事科技活动的全部消耗性支出。如药品材料费、水电费、差旅费、计算机

机时费、资料印刷费等。 

18.固定资产购置费：指使用非基建项目资金购置的按固定资产管理的仪器设备费用和为研

究所（室）设备改造、维修支付的费用等。 

19.上缴税金：指学校从科技活动经费中实际上缴财政的各种税金。 

20.管理费：指学校从科技项目（课题）经费或其间接经费中提取一定比例为项目承担单位

组织管理项目而支出的费用。 

21.暂付款：指款额已经拨出，但尚未正式核销冲账的经费。 

22.在岗人员人均年工资：按在岗职工全年工资总额除以职工总数计算。工资总额可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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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统计年报》对应指标直接取数。 

23.年末在校从业人员总数：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在本单位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

动报酬的人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的人员，是在岗职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从业人员不包括在读硕士研究生、

在读博士研究生和在站博士后，也不包括以下人员： 

（1）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2）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3）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如：建筑业整建制使用的人员) 

24.年末在校博士研究生数：指报告期末最后一日统计单位培养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总数。 

（四）科技活动机构 

1.科技活动机构：包括 R&D 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R&D 机构一般具有明确、稳定的科研

方向，一定数量与质量的科技力量、基本的实验条件，从事 R&D 活动，以系统创造性劳动为

主的专门组织机构。科技服务机构是运用已有的科技知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需要服务，促进

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传播、普及和应用的专门组织机构。 

2.机构名称：独立研究机构填写正式对外使用的名称，非独立研发（科技）机构填写所在

单位规定使用的名称。 

3.研究机构组成形式：填写代码：10.单位独办，20.与境内高校合办，30.与境内独立研究

机构合办，40.与境外机构合办，51.与境内注册外商独资企业合办，52.与境内注册其他企业合

办，70.其他。 

4.(机构)从业人员：指统计年度内在科技机构中的人头数。 

5.科技活动人员（人年）：指统计年度内在科技机构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按全时当量人

数填报。 

6.培养研究生人数：指在学研究生，按年末在机构中在学人数统计。 

7.当年经费内部支出：指年度内科技机构用于内部开展科技活动实际支出的费用。 

8.R&D 经费内部支出：指机构内部为实施 R&D 活动而实际发生的经费，按支出性质分为

日常性支出和资产性支出。不包括委托其他单位或与其他单位合作开展 R&D 活动而转拨给其

他单位的经费。 

9.承担项目（课题）：指机构承担的科技项目（课题）数。 

10.固定资产原值：指科技机构在建造、购置、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时实

际支出的全部费用总额。当年已经不再使用的固定资产不统计。 

（五）科技项目（课题） 

填报当年度列入学校年度计划和虽未列入计划，但通过签订合同、协议或计划任务书经学

校确认的理、工、农、医学科的各类科技项目（课题）课题。 

1.项目（课题）批准（合同签订）时间：6 位数，前 4 位年份后 2 位月份。例：2019 年 1

月填为“201901”。 

2.学科分类：按照附录填写 3 位学科代码。 

3.科技活动类型代码：基础研究“1”；应用研究“2”；试验发展“3”； R&D 成果应用“4”；

科技服务“5”。 

4.项目（课题）来源代码：01 国家“973”计划；02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03 国家“863”计划；

0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05 主管部门科技项目；06 国家科技部项目；07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项目；08 国家部委其他科技项目；09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项目；10 企事业单位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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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11 国际合作项目；12 自选课题；13 其他课题；14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15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16 地市厅局（含县）项目。 

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际合作标识和企事业单位委托省内外标识，对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课题）：填 1，即是国际合作项目，0 为否；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课题），填 1，即是省内项

目，0 为否。国际合作项目都填 1，其他类项目（课题）填 0。 

6.合作形式：选择项目（课题）最主要的合作形式并按相应代码填写，代码为：01 独立完

成；02 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03 与境内高等学校合作；04 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

05 与境外机构合作；06 其他形式。 

（六）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 

1.技术转让：指当事人之间就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

可转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转让、植物新品种权转让、生物、

医药新品种权转让所订立的合同。 

2.知识产权：指技术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技术秘密、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

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生物、医药新品种权等。 

3.专利申请数：指调查单位在报告年度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

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专利是专利权的简称，是对发明

人的发明创造经审查合格后，由专利主管部门依法授予发明人和设计人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的

专有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 

4.发明专利申请数：指调查单位在报告年度向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

并被受理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 

5.专利授权数：指报告年度由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向调查单位授予专利权的件数。 

6.发明专利授权数：指报告年度由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向调查单位授予发明专利权的

件数。 

7.有效发明专利数：指调查单位作为专利权人在报告年度拥有的、经国内外知识产权行政

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8.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

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的合同数。 

9.专利所有权转让与许可收入：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

技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而得到的收入。包括当年从被转让方或被许可方得到的一次性付款和分

期付款收入，以及利润分成、股息收入等。 

10.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被

受理登记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件数。 

11.植物新品种权授予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向农业、林业行政部门（审批机关）提出申

请并被授予植物新品种的项数。 

12.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数：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在自主研发或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形成的

国家或行业标准。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七）科技成果 

1.科技著作：指经过正式出版部门编印出版的论述科学技术问题的理论性论文集、专著、

大专院校教科书、科普著作，但不包括翻译国外的著作。由多人合著的科技专著，如果作者均

属同一学校，则只作一次统计；如果作者不属同一学校，则各校均应统计。 

2.发表科技论文：指在学术刊物上以书面形式发表的最初的科学研究成果。应具备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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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条件：（1）首次发表的研究成果；（2）作者的结论和试验能被同行重复并验证；（3）发表后

科技界能引用。 

3.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指国外单位主办并在国际上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和收入各种国

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学术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但未列入会议论文集的论文，不作

统计。 

4.全国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包括：（1）国务院各部委（包括中央一级的学术团体）主办，

或委托地方单位主办，向全国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2）实行国务院部委与地方双重

领导，以国务院部委领导为主的单位主办，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3）

列入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学术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但未列入学术会议论文集

的论文、科普刊物上发表的科普文章和调研报告，不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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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录 

1.各类专业技术职称对应关系表 

      项目 
职称名称 

高级 中级 初级 

工程技术干部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农业技术干部 高级农艺师 农艺师 助理农艺师 

科学研究人员 研究员 副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 研究实习员 

高等学校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助教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副教授 讲师 教员 

卫

生

技

术

人

员 

医疗防疫人员 主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治(主管)医师 医师(住院医师) 

药剂人员 主任药师 副主任药师 主管药师 药师 

护理人员 主任护师 副主任护师 主管护师 护师 

其他 主任技师 副主任技师 主管技师 技师 

实验技术人员 高级实验师 实验师 助理实验师 

经济专业人员 高级经济师 经济师 助理经济师 

会计干部 高级会计师 会计师 助理会计师 

统计干部 高级统计师 统计师 助理统计师 

编辑干部 编审 副编审 编辑 助理编辑 

新闻记者 特级记者 高级记者 记者 助理记者 

外语翻译干部 译审 副译审 翻译 助理翻译 

图书、档案、资料专

业干部 
研究馆员 副研究馆员 馆员 助理馆员 

体育教练员 
国家特级教

练 
高级教练员 一级教练员 二级教练员 

播音员 特级播音员 高级播音员 一级播音员 二级播音员 

  

等级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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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科分类和代码 

代码 学科分类 代码学科分类 

110 数学 530 化学工程 

120 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 535 产品应用相关工程与技术 

130 力学 540 纺织科学技术 

140 物理学 550 食品科学技术 

150 化学 560 土木建筑工程 

160 天文学 570 水利工程 

170 地球科学 580 交通运输工程 

180 生物学 590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 

190 心理学 610 环境科学技术及资源科学技术 

210 农学 620 安全科学技术 

220 林学 630 管理学 

230 畜牧、兽医科学 710 马克思主义 

240 水产学 720 哲学 

310 基础医学 730 宗教学 

320 临床医学 740 语言学 

330 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学 750 文学 

340 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 760 艺术学 

350 药学 770 历史学 

360 中医学与中药学 780 考古学 

410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 790 经济学 

413 信息与系统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 810 政治学 

416 自然科学相关工程与技术 820 法学 

420 测绘科学技术 830 军事学 

430 材料科学 840 社会学 

440 矿山工程技术 850 民族学与文化学 

450 冶金工程技术 860 新闻学与传播学 

460 机械工程 87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470 动力与电气工程 880 教育学 

480 能源科学技术 890 体育科学 

490 核科学技术 910 统计学 

510 电子与通信技术 999 其他 

520 计算机科学技术  

3.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与代码（GB/4754-2017）(略) 

4.社会经济目标分类与代码详见社会经济目标分类与代码(GB/T 24450-2009)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