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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高校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管理与使用效益一直是高校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是衡量高校办学水

平和办学能力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 本文通过介绍首都师范大学在进口设备采购及大型仪器管理方面的实践经

验，探索了高校大型贵重进口免税设备的流程化管理，从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研究了保障和提高大型仪器的使

用效益的制度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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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的不断扩大，

高校每年用于购置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经费也在逐

年增长． 大型贵重仪器的数量、质量以及使用和管理

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反映

了各个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水平． 一方面，进口

设备自身优越的技术性能和极高的精度对于高校的

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着极高的服务价值; 另一方面，高

校具备享受国家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而制定的减免

税政策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在进口设备采购方

面为学校节约不少资金［1］． 国内高校众多学者、管

理者从多种角度对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的管理进行了

大量研究． 王世海［2］对高校贵重设备管理平台信息

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实践． 仲红艳等［3］、杜爱雪和

李达亮［4］对高校科教用品设备办理免税工作进行

了探究． 王杰等［5］提出要强化大型精密仪器“五关”
管理． 宋象军和夏建潮［6］、朱军和周建军［7］从提高

高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的角度对大型仪器设备

的管理进行了思考．
本文中所指的大型贵重进口仪器设备是单价在

40 万元及以上的国外进口仪器设备． 经过几年的探

索实践，我校在对大型贵重进口设备采购管理方面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这对积极探索高校大型精密科

研设备的管理方法，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以适

应新时代高校对教学、科研以及提供优质的社会服

务的需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介绍了首都

师范大学近年来在进口大型贵重设备流程化管理方

面经验，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探索建立

科学合理的高校设备管理制度作出贡献．

1 大型贵重进口设备流程化管理实践

相对于一般的仪器设备管理，大型贵重进口免

税设备管理有其特殊性要求，其管理责任更为重大，

采购和使用监管程序繁杂． 学校管理部门为做到规

范管理，在采购的各个环节均应建立相应流程，做到

程序清楚、要求明确、可操作性强、执行效率高． 在实

践中，我校对大型贵重进口免税设备的流程管理分

为以下几个环节: 前期可行性论证、预算申报、招标

采购、免税办理及入关、到货验收、使用绩效评价和

年审自查，这七个环节包括了仪器设备的入口关、选
择关、采购关、使用关和处置关几个方面． 在管理的

过程中要抓住设备招标采购、减免税办理及到货验

收等关键环节，解决在过程中产生的例如采购时间

长、海关免税办理时间长、到货验收调制安装比较复

杂等突出问题，加强规范管理，使有限的仪器设备资

源在使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资源共享和效益

最大化，进而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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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基础性工作: 设备可行性论证和预算申报

贵重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是贵重仪器设备

申购管理的源头，是避免重复购置、提高投资效率的

前提，是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共享力度的关键，同时也

为后续的招标采购打下坚实的基础［8］． 在申报购置

前，应组织本领域专家，从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需

求出发，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论证设备的先进性、
合理性，同时也对安装场所、环境、操作人员配备等

情况进行可行性论证，本着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教
学科研适用的原则购置设备，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

生的几率．
高校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既有政府的专项

资金拨款，也有教师的各种横向、纵向科研经费，本

文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主要讨论申请北京市财政

专项经费购置大型贵重进口仪器设备的情况． 北京

市财政专项经费有着严格的预算申报审批制度，项

目负责人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向财政提交相关预

算申报材料，待批复后方可进行采购． 科学论证和严

格审批可避免设备采购的盲目性、随意性和重复性．
本着科学、合理利用资金的原则，在大型贵重进口仪

器设备申报之前，我校会组织专家论证会，通过同行

专家对该设备购置资金、环境、用途的合理性和必要

性进行论证，只有论证通过的设备才能向上级部门

进行预算申报( 申报流程见图 1) ．

图 1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论证申报流程图

1. 2 关键性工作: 设备招标采购、减免税办理、入关

以及到货验收

自 2003 年《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

理办法》( 政部第 87 号令) 颁布以来，政府采购政策

从无到有，其过程已经制度化、常态化，高校的仪器

设备购置必须要进行政府采购． 在对贵重仪器设备

进行的政府采购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制定招标采购

计划，细化完善招标文件，组织规范的招标采购程

序，发挥评标专家在应用上、技术上对仪器设备供应

商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建议． 招标过程完成后，学校与

中标商、外贸公司签订相应的采购合同和三方协议，

采购工作进入到减免税办理的环节．
所谓进口设备免税政策，是指国家为促进科学

研究和高校科研水平的发展，针对科研机构和高校

的进口设备，采取的海关免收税政策优惠． 国家规定

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

生产的科学研究和科研教学用品; 直接用于科学研

究和教学的，免征进口关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消费税［3］． 高校购置在国家规定的免税范围内的

进口仪器设备，均可向主管海关申报办理免税． 在确

定仪器设备的免税性质、免税审批依据后，形成齐备

的申请材料是申报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批复

效率的保障． 申报材料包括: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

表、外贸合同、设备配置清单及彩页、用途说明、本校

的免税备案登记表等海关要求的文件． 办理好免税

的设备可由外贸代理公司安排清关到货．
验收是设备质量监控的关键环节． 进口设备采

购涉及金额较大，程序相对复杂，一旦发生纠纷，往

往程序繁琐、处理时间长，影响老师对设备的使用和

正常教学科研活动的开展，因此，进口设备到货后，

要重视验收环节． 我校的大型仪器设备验收一般为

两个步骤，常规验收和技术验收． 常规验收就是物品

到货后的开箱验收． 主要检查商品的外观品质、规

格、数量是否与合同条款相符，装箱单与实物是否相

符． 技术验收是指设备到达指定地点，并进行安装调

试后，由学校组织的对设备质量及性能的全面验收，

组织相关专业的专家组进行集体验收，对于现场安

装调试后，仪器设备能够正常运行并且性能良好的，

专家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验收报告［3］．
在进口免税设备的整个采购过程中，我校建立

了专门的合同跟踪管理流程，搭建一个科学完善的

采购信息化管理平台，实行设备采购全过程信息化

管理． 涵盖了该设备从技术指标申报、招标采购、合
同签订、免税审批到货物到货验收的整个流程跟踪

以及每台办理免税的设备信息等． 按使用权限的不

同，主管部门、院系单位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可以对

整个采购过程实行动态跟踪，对该设备采购执行进

度一目了然． 通过流程记录，用户和管理人员可以很

方便地查询到每台设备所处的办理阶段，并提醒在

哪个阶段的超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4］．
1. 3 提升性工作: 绩效评价和海关年审自查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对于上

机操作、定期保养和校正等工作有特定的要求． 规范

的绩效评估体系应该根据大型仪器的实际使用情

况，建立可行的量化标准，为资源配置提供依据． 一

个完善、科学、规范、易操作的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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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评估体系，需要对定额机时完成情况、培养人员情

况、科研情况、功能开发情况、对外服务情况等进行

综合考核，防止片面性，防止考核工作流于形式，注

重考核数据的真实可靠性，使考核结果为资源配置

提供可靠的支撑数据［9］． 在具体实践中，我校以项

目为单位，按年度对项目中购置的大型贵重仪器设

备进行绩效考核． 考核采用填写绩效报告与专业审

计相结合的方式，就该设备采购资金使用进度及情

况，科研和教学中的使用情况，产生的社会效益等具

体绩效目标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新一年度预算

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同时，作为主管职能部门，就

每台具体的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建立使用日志，掌握

详细的使用率和使用效益．
按照海关相关法律规定，给予特定关税减免优

惠的进口货物，海关将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实施监管，

监管日期从减免税放行之日计算． 海关对减免税货

物的监管期作了明确的规定，即机电设备及其他设

备的监管期为 5 年． 每年 3 月前，主管海关会对上一

年度入关到货的免税设备的使用、放置情况，对免税

单位的资格进行年审，只有年审通过才能取得下一

年度的免税资格． 与海关年审同步，对于已经获批的

免税设备，我校每年上半年会按单位把各学院 5 年

监管期内的免税设备信息登记表统一分发下去，由

各学院进行免税设备的自查，包括核对设备是否变

更存放地点、是否已经验收及是否入学校固定资产．
同时，海关还将对高校免税进口设备使用情况开展

定期核查，对发现的问题，包括未进行报备将免税设

备改变放置地点、用于盈利性用途等具体问题进行

调查和处理．

2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流程化管理的目
标: 提高使用效益

大型贵重进口仪器设备是用于高水平教学科研

的辅助工具，如何“用好”大型贵重进口仪器设备，

使其在具体工作中发挥本身的特长，提高投资效益

和使用效率才是最终的目的． 我校从政策上、资金

上、技术上对大型仪器的效益提高提供了全方面的

保障．
2. 1 建立健全制度管理，提供政策支持

学校制定实施一系列相关文件规范大型贵重仪

器设备的管理使用，以政策为导向，转变“重拥有，轻

管用”的传统观念． 文件包括《首都师范大学物资采购

管理办法》《首都师范大学关于申请采购进口产品及

办理科教免税的实施办法》《首都师范大学贵重仪器

设备管理条例》《首都师范大学贵重仪器设备有偿使

用管理办法》《首都师范大学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基金

实施办法》等． 这一系列文件的实施对本校的大型仪

器设备的管理工作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 2 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提供技术支持

以校级分析测试中心为载体，搭建大型仪器设

备共享平台，开放共享无疑是贵重仪器设备发挥有

效作用的重要途径之一． 采用“集中管理，分散运

行”的方式，将所属各院系的贵重仪器设备统一纳

入平台管理． 有使用设备需求的老师学生通过网络

平台就可以对相关的大型仪器进行信息查询、计时

预约，同时，平台也方便了主管部门对大型仪器的使

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对其使用效率进行量化的数

据统计．
2. 3 保障设备运行维护，提供资金支持

大型仪器设备一旦投入使用，设备的运行、维护

和维修成本相对较高． 学校设立大型贵重仪器运行

维修专项资金，用于补贴纳入学校共享平台的贵重

仪器设备的维修维护． 同时，学校推行“贵重仪器设

备共享基金”，通过专项资金支持设备共享，对于老

师申请使用共享平台中的大型设备，学校按一定比

例的配比补贴设备的耗材费用，成立“共享基金评

审( 管理) 小组”定期对申请项目进行审批． 根据当

年共享基金经费筹集的情况、课题的性质以及共享

设备的使用现状，确定共享基金的支持额度． 原则

上，学校支持经费与自筹经费的比例一般为 1∶ 1，每

个项目每次申请共享基金不超过 10 000 元．
学校申请专项资金针对实验技术人员参与学术

交流、实验理论研究、实验方法创新等，均予以一定

的资助，对于提高实验技术队伍业务水平起到了积

极作用． 资金的支持，一方面在政策上引导了教师利

用大型仪器设备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使大型仪器设备的功能性开发利用

以及维护、维修在资金上得到了切实的保障［1］．

3 结 语

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具有价格昂贵、科技含量高、
专业性强、运行成本高等特点，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

管理机制尤为重要，流程化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

方法，进一步优化流程中的环节，最大限度地发挥资

源效益，充分发挥贵重仪器设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和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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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Process Management for Preciou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hen Wenqian Yan Zhongcheng

( State Owned Assets Management Offic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use，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benefit of preciou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en a hot issue in university management research，which are the important basic conditions
to measure the level and ability of running a school．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purchasing and managing
imported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CNU，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ing management for preciou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We also studied the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ensuring the use of precious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terms of policy，funding，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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