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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科研基金的评审和管理；教育部科技奖励评审及推

荐国家科技奖励工作；科技成果鉴定、查新等；知识产

权管理工作。 

 高校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经营性资产管理，审批教育部

直属院校的经济行为。包括高校企业改制、新设公司、

公司股份变更等；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CERNET 的资产与运营管理。 

科技发展中心的主要工作 



一、科技查新的必要性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一、科技查新的必要性 

一、科技查新的必要性 

1. 科技查新的定义 

 

2. 科技查新的作用 

 

3. 科技查新的基本要求 

 

 

 



1. 科技查新的定义 

科技查新（简称查新），是指具有查新业务资质的 

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 

的科学技术内容，按照《科技查新规范》进行操作， 

并做出结论（查新报告）。 

一、科技查新的必要性 



2. 科技查新的作用 

• 为科研立项提供客观依据； 

• 为科技成果的鉴定、评估、验收、转化、奖励等 

 提供客观依据； 

• 为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开发提供可靠而丰富的信息； 

• 为评审专家提供客观依据； 

• 避免科学研究中的学风不端行为； 

• 科技人员寻找更加适合的合作伙伴。 

一、科技查新的必要性 



3. 科技查新的基本要求 

一、科技查新的必要性 

科技查新的基本要求是查新、查全、查准。 

•   查新是指所检索的文献更新必须是到检索日期最近

的； 

•   查全是指尽可能检索与研究相关的全部文献，不能

有遗漏； 

•   查准是尽可能找到关联度较高的文献，避免干扰文

献。 其中查全是科技查新的核心。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一）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的设置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工作情况 

 

（三）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管理办法 



（一）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的设置 

• 1992、1995年，教育部分别在直属高校设立了15所 

 “高等学校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中心工作站” 。 

• 由于学校隶属关系的调整，为了规范高校科技查新 

 机构，充分发挥高校科技查新工作在科研立项、成 

 果评审、申报奖励和专利申请等方面的作用，教育 

 部在2003年进行了重新认定工作。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 2003年、2004年、2006年、2008年和2010年分 

  别设立了五批共计78所教育部部级科技查新工 

  作站，其中： 

     综合类15所        理工类48所 

     农学类10所        医学类5所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综合类（15所）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吉林大学 

            四川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中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郑州大学             苏州大学 

      暨南大学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理工类（48所） 

北京科技大学    重庆大学     东北大学     东南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湖南大学     江南大学     兰州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厦门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长安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河海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石油大学(华东) 北电力大学    

南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东华大学   

福州大学   江苏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内蒙古大学   宁波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燕山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南昌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  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北京理工学  

南京理工大学  广东工业大学(工学) 南京工业大学(工学) 西北工业大学 

陕西科技大学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农学类（10所） 

      中国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海南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      扬州大学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医学类（5所） 

北京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遵义医学院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科技查新站按地域分布情况 

1. 华北地区    16个 

2. 华东地区   22个 

3. 华中地区   9个 

4. 华南地区   9个 

5. 西北地区      8个 

6. 西南地区   6个 

7. 东北地区   5个 

8. 东南地区   3个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工作情况 

1. 查新业务情况 

 

2. 查新机构管理情况 

 

3. 科技查新人员情况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1. 查 新 业 务 情 况 

• 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在高校科研工作中的基础支撑和服务平台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充分发挥了为高校科研工作服务的作用。据统计： 

 2004年共完成查新5497件，平均每所查新站为190件； 

 2005年共完成查新8732件，平均每所查新站为203件； 

 2006年共完成查新11088件，平均每所查新站为258件； 

 2007年共完成查新17536件，平均每所查新站为308件； 

 2008年共完成查新22265件，平均每所查新站为391件； 

 2009年共完成查新27041件，平均每所查新站为404件。 

 
注：2009年开始，仅统计加盖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公章的报告数量。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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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由此看出教育部查新工作站不仅为本校科研服务，同时也为社会 

上的其他科研部门提供了服务。  

查新总量 校内查新量所占比例 校外查新量所占比例 

2005年 8732 52％ 48％ 

2006年 11088 48％ 52％ 

2007年 17536 52％ 48％ 

2008年 22265 51％ 49％ 

2009年 27041 45％ 55％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2. 查 新 机 构 管 理 情 况 

• 学校领导和各级管理人员都十分重视查新站的建设， 

  在资金、人员、设备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到 

  目前为止，教育部查新站所依托的学校图书馆的年 

  平均经费为1468万元。 

• 查新站都制定了较完整的科技查新规章制度以及业 

  务流程。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 有些学校还建立了查新管理系统，利用互联 

  网对查新项目进行网上服务。 

• 对查新项目进行信息反馈调查和课题跟踪； 

  不仅促进了查新工作的开展，也为查新站争 

  取了长期服务对象，促进了查新业务水平和 

  服务质量的提高。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3. 科 技 查 新 人 员 情 况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1). 科技查新人员定义 

 

(2). 科技查新人员职责 

 



(1). 科技查新人员定义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科技查新人员是指参与查新工作的人员，包括查新员、审 

核员及其他工作人员。  

• 查新员是指具有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查新资 

  格，负责查新全部过程的查新人员。  

• 审核员是查新审核员的简称，是指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和查新资格，负责审核查新员所做的查新工作是否规 

  范，并向查新员提出审核意见的查新人员。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2). 科技查新人员职责 

① 查新员、审核员应当遵守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遵守《科技查新 

机构管理办法》、规范和所在机构的内部规章制度，接受所在查新机 

构的领导，并对其负责。  

② 查新员负责查新的全部过程，代表查新机构处理查新受托等事宜； 

必要时与审核员协商后代表查新机构选择合适的查新咨询专家。  

③ 与审核员协商后，查新员负责撰写查新报告。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④ 审核员负责审查查新员所进行的查新程序是否规范；查新员确定 

的检索工具书、数据库选择是否合适；选择的检索词及分类栏目是否 

恰当；检出的文献是否为同类研究文献；可比文献是否恰当；查新员 

收集到的相关文献是否齐全；对提出的文献判读是否正确；查新结论 

是否客观和准确；查新报告是否规范，并向查新员提出审查意见。  



至2009年底查新站人员情况： 

• 共有专职查新人员407人、平均每所查新站6人； 

• 共有兼职查新人员388人、平均每所查新站5.8人； 

• 共有审核员217人、平均每所查新站3.2人。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三）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高校科技查新工作，规范查新机构 

    的行为，保证查新工作的质量，使科技查新工作成 

    为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条件，教育部办公厅于2004 

    年4月13日颁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教 

    育部科技查新机构的意见》(教技发厅[2004]1号)， 

    文件从三个方面对教育部科技查新机构的工作进行 

    了全面的阐述。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1. 建立健全有利于查新机构发展的管理体系 

   从7个方面规定了教育部查新机构的性质、工作准则、 

   申报程序和条件、管理机构等。 

 

  2. 进一步明确查新机构的权利与义务 

   从6个方面详细规定了教育部查新机构应遵循的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业务范围以及配合学校科研管理部门 

   为学校科研提供服务等。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3. 加强对查新机构的监督与管理 

• 从6个方面对查新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做出规定，特别 

  强调了教育部对查新机构实行年检制度。 

• 年检时间为每年第一季度。查新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时 

  间内，向认定机关提交年检材料。未按规定时间申请 

  年检的查新机构，视为自动放弃科技查新业务资质。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基本情况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一）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审批程序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申请条件 

 

（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评审标准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第一级评审：通信评审 

   将申报学校的材料分别送5名同行专家进行定性、定量评审。 

   根据通信评审结果，按照平均分高于750分并半数以上专家 

  同意的原则，确定了进入第二级评审的高校。 

  第二级评审：实地考察 

  组织有关同行专家，对进入第二级评审的高校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内容：听取学校汇报；专家提问；现场考察；专家打分 

  并写出评审意见。 

（一）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审批程序 
（三级审批）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第三级评审：专家评审会 

将两级评审的结果按照30％和70％权重加权，排序后提交专家 

评审会。 

专家评审会：每所高校的材料由3名主审专家审阅；会议讨论； 

投票打分。最终由专家会推荐拟设立教育部部级科技查 

新工作站的高校，报部领导批准。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申请条件 

1. 有独立法人资格； 

2. 具有15年以上与查新专业范围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源或 

   数据库； 

3. 具备国际联机检索系统并已用于开展查新工作； 

4. 有3名以上（含）取得教育部科技查新资格的专职人员， 

   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1名； 

5. 有健全的内部规章制度和一定的查新工作经历。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的评审标准 

1. 文献资源：期刊、工具书、数据库、联机系统等。 

2. 人员结构：数量、文化程度、专业背景、职称、外语 

   水平、计算机水平、从事查新的时间以及专业培训情 

   况等。 

3. 工作环境与设备条件：国内外网络访问能力、资源更 

   新能力等。 

4. 业务状况：业务流程、总业务量、年均业务量以及查 

   新报告质量等。 

5. 内部管理：领导支持情况、内部规章制度等。 

6. 科研与奖励：发表论文情况、获奖情况等。 

三、教育部查新工作站的审批情况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