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技 报 告 制 度 及 规 范



第一部分 科技报告相关政策



       1945年美国第9568号总统令成立国家技术信息出版局，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政府科

技报告工作。美国的科技报告体系是世界上最为完善和全面的，包括国防部AD报告、商

务部PB报告、航空航天局NASA报告和能源部DE报告四大体系，目前每年产生60多万

件科技报告，公开发行6万多份，占全世界科技报告总量的80%左右，是支撑美国科技

全面领先的重要基础。



       1984年原国防科工委开始探索建立国防科技报告体系，90年代进入制度
化、规范化发展阶段，2000年我国国防科技报告体系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装备条例》管理，迄今共收集13万多份科技报告。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是GF报告的集中收藏机构，国防系统科研单位通
过其所属机构的科技信息中心递交科技报告。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
（集中收藏机构）

中国船舶
科技信息中心

核科技信息
与经济研究院

中国航天
工程咨询中心

中国航空
科技信息中心

电子
科技情报所

兵器工业
科技情报所

下属
科研单位

下属
科研单位

下属
科研单位

下属
科研单位

下属
科研单位

下属
科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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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口的科

技报告管理比

较零散和无序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明
确强调，对财政资金资助的科技项目和科研基础设施，加快建立统一的管理数据库
和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并依法向社会开放。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创新调查
制度和创新报告制度”。

2014年3月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1号）中也明确要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

2013年10月，科技部以国科发计〔2013〕613号印发《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管理
办法》。

201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关于加快建立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部门、行业、地方科技报告工作的全面正式启动。



n 科研项目是一种由政府出资购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科技报告则是科研项目产出的主要表现形式。

n科技报告中涉及国家利益及单位利益，要求必须有序、有条件、有范围地开展共享服务。



2014年11月12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做好我省科技报告制度建

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浙科发计（2014）182号]发布。

  *“十二五”期间有财政资金资助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及各类省级创新载体

    *    “科技报告制度将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呈交科技报

告是公共财政资助科技项目承担单位和负责人的重要责任和义务。我省科技

报告共享平台建设将与省级科技项目申报系统挂钩，应当呈交科技报告而未

呈交的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我厅限制新申报省级科技项目。”



  2017年5月，省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

例》（于10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明确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其

他有关部门建立统一的科技报告制度和科技成果信息系统，鼓励利用非

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的承担者提交相关科技报告，将科技成果和相

关知识产权信息汇交到科技成果信息系统，有关部门应当为其提供方便。

利用非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的承担者提交的科技报告，可以作为有

关部门认定其开展研究开发活动、享受财税优惠政策的参考依据。



      2017年9月，《浙江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验收管

理办法》（浙科发计〔2017〕146号）出台，明确了科技报告和

技术报告合二为一，作为验收的必要材料。

                 
                      

2018年7月《浙江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科技报告管理暂行办法》

（浙科发计〔2018〕130号）出台



通过国家及各省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面向项目主管机构、项目承担单位、

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开放共享服务

要求财政性资金资助的
科技项目必须呈交科技报告

总体要求

科技管理部门及其委托机构应对
全国（本省）范围内的科技报告

进行统一管理

将科技报告的呈交和共享使用
情况作为对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

单位后续滚动支持的重要依据













第二部分 科技报告与验收管理



    文件依据

  《浙江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出台

  2017年10月30日起施行。



第八条  项目验收资料。申请项目验收，需通过浙江省科技项目管理系统向项

目验收组织单位提交以下资料：

1．验收申请书；

2．项目实施工作总结报告；

3．项目科技报告（技术报告）；

4．项目经费审计报告或项目经费决算报告；

5．项目实施绩效资料；

（1）项目研究成果（专利、论文、人才培养、操作规程、相关标准、获奖证书、

可转化成果登记表等）。应标注资助计划名称及编号；

（2）涉及技术、经济指标的有关证明资料，包括具有法定资质单位出具的技术

检测报告、用户报告和相关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6．根据项目验收要求需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



第九条 验收资料审核。市、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或归口管理部门负责

审核资料是否齐全、真实、符合要求；省科技报告管理中心负责审核科技报告

（技术报告）的规范性，出具科技报告预收录证书，并将科技报告学术不端查

证结果提供给省科技管理部门；省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审核资料的规范性、经费

使用合理合规性、研发的主要内容及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 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 软科学项目

¡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

¡ 科研院所专项

¡ 创新人才培养引进项目

¡ 省成果转化工程项目

¡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

¡ 各类省级创新载体

¡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 省级重点实验室

¡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中试基地和试验基地

¡ 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

¡ 省级企业研究院

¡ 省级公益类科研院所

¡ 科技企业孵化器





第三部分 科技报告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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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部分

封面
题名页
辑要页
序或前言
致谢
摘要

插图和附表清单
目次

符号和缩略语说明

正文部分

引言部分
主体部分
结论部分
建议部分
参考文献

结尾部分

附录
索引
发行列表
封底

科技报告基本结构

前置部分用大写
罗马数字编页码

正文从引言开始用
阿拉伯数字编页码



前置部分——封面 前置部分——辑要页



前置部分——目次

• 科技报告的目次应由WORD
自动生成

• 目次内容应包括章节编号、
标题和页码

• 主体部分章节从阿拉伯数字
“1”开始连续编号

• 引言一般不编号，也可以数
字“0”编号，引言下不再设
二级标题

• 参考文献、附录也需列入目
次，但不编章节号



前置部分——目次 常见问题

结论未编章节号

引言不编号或编号为0

引言下不设二级标
题，各小节用
（1）、（2）表
示，目录中不显示

章节编号应连续

插图清单和附表清单在
目次中不需显示

参考文献应置
于附录之前

正文页码未从“1开始”

参考文献不编章节号

未用阿拉伯数字编章节号



前置部分——插图和附表清单

• 插图清单应列出图序、图题和页码；
附表清单应列出表序、标题和页码

• 插图清单在前，附表清单在后，位置
在目次之后另起页

• 图、表等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别依序
连续编号，如：图1、图2、表1、表2

• 5章以上中大型报告，图、表可以分章
或篇依序分别连续编号，即前一数字
为章、篇编号，后一数字为本章、篇
内的顺序号，两个数字之间用“-”连
接，如：图1-1、表2-3

• 插图较多而附表较少，或插图较少而
附表较多，可将插图和附表合在一起
列出图表清单



前置部分——插图和附表清单  常见问题

不规范，未写页码
“图表”应改为“图”

编号不连续或缺失

l 编号方式前后不统一
l 图表编号后不应有标

点符号

多个图表在同一行

插图和附表清单应在目
次之后分别另起一页



正文撰写总体要求

p科技报告的引言部分、主体部分、结论部分齐全。 

p“引言”、“结论”可以作为章标题，“主体”、“正文”等措

词不能作为章标题。

p科技报告读者主要是科研人员或同行，而非管理者，不宜使用

“本课题”、“本项目”、“我们”、“项目组”、“课题组”等

字眼，改用“本报告”、“本研究”、“本研究组”等措辞。

p主体部分应采用技术论文的体例撰写，自拟章节标题，针对研究

对象、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技术和结果等进行描述。

p科技报告全文中应少涉及或不涉及组织管理方面的内容，不包含

项目财务信息。



正文撰写——引言部分

u引言部分论述有关研究背景、目
的、范围、意义、研究思路和方
案等，可以是一段话，也可分小
节论述。

u可以“引言”为章标题，也可另
立更贴切的标题。

u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
究目标、技术指标、研究思路、
技术路线、技术方案等内容可以
放入“引言”，也可作为研究概
述、研究总论、技术路线等单独
成章论述。



正文撰写——引言部分  常见问题

引言不编章节号
或编号为0，不
设二级标题



正文撰写——主体部分

u应针对课题任务书中规定的各项研究内容，自拟标题，按

照研究流程或技术点，分章节论述。

u应完整描述研究工作的基本理论、研究假设、研究方法、试

验/实验方法、研究过程等，应对使用到的关键装置、仪表

仪器、原材料等进行描述和说明。

u应提供必要的图、表、实验及观察数据等信息。本领域的专

业读者依据这些描述应能重复调查研究过程、评议研究结果。



正文撰写——主体部分  常见问题

“正文”、“主体部分”不
作为标题，主体下的二级标
题移作一级标题

合并为“引言”（研究
概述、绪论）

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
究内容等不宜作为一级标
题，根据其下论述的具体
技术点另拟标题



正文撰写——主体部分  常见问题

科技报告应完整描述研究工
作的基本理论、研究假设、
研究方法、试验/实验方法、
研究过程等。

不能以“详见XX期刊论
文”、“具体研究成果已发
表在XX期刊”等描述替代。

有关论文发表、专利申请
等项目成果信息不宜列入
正文，应删除或列入附录。



科技报告与项目工作总结有别，要求从技术
内容角度论述、采用技术论文的体例撰写，
要针对研究对象及其技术内容凝练、拟定章
节标题，使整体章节结构、含义清晰明了。
不涉及组织管理方面及项目财务信息。

有关项目奖励、专利、著作权、教材、
论文等项目成果情况不应列入正文，应
删除或作为附录置于正文之后

主体部分  常见问题



主体部分  常见问题

将二级标题1.1和1.2改
为一级标题

从技术角度改写，合并
为“3 结论与建议”



正文撰写——结论部分

u主要归纳阐述有关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创新点，以及问

题、经验和建议等内容，可以评价研究成果的作用、影响，

应用前景等。还可以对下一步的工作设想、未来的研究活动、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提出一系列的行动建议。

u以“结论”或者“结论与建议”作为章标题。



正文撰写——结论部分  常见问题

合并为“结论与建议”

有关专利、论文、标准、项目
奖励、人才培养等项目成果情
况不应列入正文，可作为附录
置于正文之后

有关研究成果的经济
社会效益等应从技术
角度改写，并入结论



正文撰写——参考文献

l 科技报告中所有被引用的文献都

应列入参考文献

l 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和著录格式

应符合GB/T 7714的规定

l 参考文献不宜分列在各章之后，

应集中列于正文最后（结论之后，

附录之前），宜另起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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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部分——附录

l 附录是正文的辅助材料和补充内容，
由于篇幅过大等原因不便置于正文中；
或对一般读者并非必要但对本专业同
行具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l 附录宜用大写拉丁字母依序连续编号，
如附录A、附录B等。

l 附录应有标题，每个附录宜另起一页。

l 附录中章、节、图、表、公式编号均
采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编号，
并在数字前冠以附录编号，如图A1、
表B3等。





报告名称

作者及单位

公开范围

摘要

支持渠道

编制时间

报告编号



上传的科技报告正文
从目次页开始





第四部分 科技报告的利用



kjbg.zjkjt.gov.cn



社会公众

提高研发起点、避免重复研究

专业人员

监督科技投向、了解投入绩效

评价科研绩效、合理配置资源

管理人员

企业人员
了解科技动态、精淘科技成果







智能LED驱动电源研究及产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