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科研管理

访乔治 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研究管理办公室

吕立宁

　　乔治 华盛顿大学( Georg 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U )是美国一所综合性大

学,下设8所学院, 其中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

院又统为医学中心,是汇融了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及卫生学的教学、科研与医疗中心。学

院里的专业人员既从事各学科教学, 又从事

科研工作。

本人利用1997年底在美国进修期间, 访

问了乔治 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并有幸在中

心研究管理办公室访问学习了二周, 通过与

多位管理人员交谈, 基本了解了办公室各项

职能及美国大学科研管理一般情况, 愿在此

与同行们进行交流。

医学中心研究管理办公室负责医学中心

全部科研项目及支撑条件的管理,由承担不

同管理职能的5个办公室组成,即:研究管理、

动物设施管理、卫生与环境安全管理、人体材

料研究管理、放射安全管理,共有职员31人,

各办公室都设一位负责人, 且各有明确的职

责范围。

一、办公室的各项管理职责

1. 研究管理　研究管理主要分二大部

分:前期管理和后期管理。前期管理主要为组

织各类基金的申请,协调、沟通与资助部门联

系,落实项目实施的各项条件;后期管理主要

是监督、保证研究人员合理使用经费。管理职

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及时向研究人

员传送资助信息　NIH 及一些大的资助机

构随时都将他们拟资助项目的指南, 发布在

internet 网里,研究办公室设立专人每天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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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这些指南, 寻找新的资助机会, 并通过 E-

mail把有关信息有针对性地转给专家,并帮

助研究人员鉴别资助单位的潜力。

( 2)严格审查申请项目　审查包括二方

面:组织各类管理委员会审议申请书在实验

动物、人体材料、生物安全等方面是否符合规

定;对申请书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特别是在

保证申请书各项内容的真实性,是否符合政

策及预算的合理性等方面把关。

( 3)协调沟通与资助部门的关系　代表

中心与资助方(包括企业)谈判, 协调合同协

议,报送材料及传递信息等。

( 4)保证立项条件,建立项目管理数据库

　核实受资助项目, 保证资助项目得到相应

的支持条件。建立课题数据库,通过数据库的

使用和维护,定期报送有关数据报表。

( 5)保持与科研人员的密切联系,在项目

执行过程的各个管理环节给以咨询及指导。

( 6)严格审查科研经费各项支出,保证科

研经费的合理使用　课题后期管理的重点是

经费管理,包括对日常经费开支的审查,制定

项目年度经费预算计划及财务年度报告。

2. 动物研究设施管理　在美国生物医学

研究中,实验动物问题被高度重视,不仅对实

验动物的质量、动物饲养生存条件设备有一

定要求, 还非常重视实验动物使用手段的合

法性及有关动物福利待遇问题。美国公共卫

生署、NIH 对此都有专门文件及严格的政

策。动物研究设施管理办公室为以研究、教学

为目的而使用的动物提供空间、设备及全套

管理。参加动物实验人员要经过常规培训,办

公室制作了一系列有关正确使用动物的录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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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体材料研究管理　公共卫生署各级

管理部门对使用人体材料开展研究的项目给

予特别的重视, 各类申请书及课题汇报书都

设此栏目,申请人必须如实填写,否则不予受

理,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 1)每所学校必须与公共卫生署签订遵

守关于人体材料研究项目法律的保证, 科研

人员在开展有关研究前必须认真阅读这一保

证,并向该办公室提出申请。

( 2)涉及人体材料的申请项目必须通过

人体材料研究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方可申请,

符合豁免条件的项目经委员会通过后可获得

豁免。不能豁免的要提出拟采取措施,并要逐

项填入申请书。

( 3)对有明确材料提供者(病人或健康

人)参加的研究,要与对方签订有关协议, 对

材料提供者规定了明确的权力,最大限度地

保护材料提供人的安全,减少痛苦。

( 4)有关伦理问题的审议在医院另外专

门委员会进行。

4. 放射安全管理　该办公室的责任是:

保证医学中心安全使用放射性物质和相关仪

器,保证各项管理符合政府有关政策。

( 1)配合放射安全委员会审议使用放射

性物质的申请。

( 2)严格执行定期检测制度: 环境检测、

使用者检测、实验室检测,及时处理污物, 以

保证环境不受污染。

( 3)培训、指导放射性物质使用人员。

( 4)定期向政府有关机构汇报,申请各类

许可证,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

5. 环境卫生与安全管理　该部门负责中

心所有职工、病人、来访人员及周围社区的环

境卫生与安全问题, 监督保证该方面的工作

执行政府有关政策及标准。

( 1)配合生物安全委员会审议拟开展的

与应用生物有害物质有关的研究项目。

( 2)宣传卫生与安全的有关政策, 检查、

管理实验室相关设施, 培训有关人员。

( 3)执行 NIH 关于 重组 DNA 研究指

南”,配合生物安全委员会审查合成 DNA 实

验室的条件及有关项目,对项目的实施起监

督作用。

办公室各部门职责除明确地规定在办公

室的工作手册中外, 还详细编入了学校 in-

ternet 网的主页中, 校内及校外人员可通过

上网随时了解办公室有关职能和政策。

二、医学中心有关研究方面的各类委员

会

GWU 的校规中明确规定了在医学中心

的研究领域 设置这样几类委员会:

1. 研究理事会　理事会根据校规要求由

10～15名成员组成,中心主任、院长及有关办

公室主要领导为法定代表, 各研究领域专家

代表由选举产生, (任期4年) , 职责是在研究

政策、事业发展、研究资源分配等方面向校董

事会及学校、中心领导提出建议,对中心内研

究项目和研究资源的管理提出建议。对决定

中心内的决策有选举权。

2. 各类安全委员会　这类委员会有: 实

验动物照管及使用委员会、放射安全委员会、

人体材料研究委员会、生物安全委员会他们

的主要职能是:

( 1)监督保证医学中心的研究工作严格

执行政府各项有关法律和政策。

( 2)定期审议涉及到相关安全问题的申

请项目, 任何申请课题如涉及到使用实验动

物、人体材料、放射性物质及有关合成 DNA

等内容, 申报前必须提交有关安全委员会审

查,申请书也必须附有这些委员会提供的审

查材料,否则资助单位不予受理。

( 3)监督、评议各安全管理办公室的工

作,审议管理工作报告,并对各项管理提出建

议。

( 4)各委员会的委员组成有一定的条件

要求。如委员的研究领域,实践经验等, 还十

分重视聘请非科学研究领域(如伦理学家、律

师等)及非本校委员。

这些委员会都制定了严格的章程, 定期

召开会议,对监督保证各项政策的执行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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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

3. 研究咨询委员会　对中心的研究及学

术问题起咨询及建议作用。

三、严格的政策法规及管理规定

美国联邦政府对各类科技活动特别是政

府直接资助的研究活动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

严格的政策法规。乔治 华盛顿大学校方也制

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科研经费管理　国家科技经费管理办

公室是专门制定有关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联

邦机构, 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使用科研经费

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它所发出的各类文件, 并

定期向该办公室汇报执行情况。

科研经费包括直接开销和非直接开销二

大部分, 直接开销是直接用于研究项目的各

项开支, 非直接开销是资助方根据受资助单

位项目获资助数及不同学校的具体情况额外

配给的。非直接开销拨给学校统一用于支持

条件及管理费 的支出。科研经费中包含科研

人员的部分工资, 数额由成员在该项目中付

出的工作时间比例定, 其余部分由学校支付。

2. 关于保护知识产权　学校非常重视对

职务发明及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定了“关

于公布发明的规定”,规定任何研究结果有可

能形成专利的项目, 实施之前必须向研究办

公室主任提交报告, 若该项目为政府机构提

供资助,还必须填写专门表格报送资助单位。

以使校方从项目一开始就对可能形成的知识

产权有提前保护意识,此外还制定了保护专

利和学术著作权的政策。学校设有评议及处

理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的专门小组, 规定了

与资助单位(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分享成

果的基本原则, 及专利获经济效益后的分配

原则。该评议小组在项目完成后,要对其作出

申请专利可能性及商业化可能性的评估, 并

负责处理专利的有关争端。

3. 关于处理科研人员利害关系　正确界

定研究人员在研究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利害冲

突是非常重要的, 这 问题在基金申报、评

议、实施及产生效益时, 都被给予高度重视。

无论是资助机构(如 NIH )或大学内部都制

定了专门政策。各学院设立了专门解决此类

争端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学校解决

争端小组,如研究人员对学院争议委员会的

决议结果有异议, 可继续向学校争议小组反

映。

4. 关于科研道德　学校对科研道德作风

问题也给予极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执行政府

资助的研究活动中, 密切监督违反科研道德

的剽窃、伪造、捏造等不轨行为是科研管理部

门的重要职责。研究办公室每年要向美联邦

政府公共卫生署上交执行科研道德作风情况

的报告, 详细汇报学校在这方面所发生的问

题及处理解决措施、结果。该报告必须由主管

研究的副校长亲自签字。

5. 关于研究人员调离及关闭实验室　学

校的规定要求所有离职研究人员必须提前通

知有关安全管理办公室,上交实验室所有仪

器、技术材料及实验室空间,并签署有关知识

产权协议。

四、小结

通过访问GWU 医学中心研究管理办公

室,深感不少方面有所启发,特别是以下几点

值得进一步思索与探讨:

1. 各项管理都制定了明确的法规及管理

规章,包括纵向方面: 从联邦政府(公共卫生

署)→联邦各机构(如 NIH、FDA 等)→大学,

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标准;横向方面,

包括办公室管辖的各项管理范围都规定了明

确职责。管理人员的政策意识也比较强,办事

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 各种关系比较简

单,办事效率高。

2. 充分发挥各类委员会的作用　发挥不

同类别委员会的作用,不仅对科技活动各个

环节起到把关作用, 也是对管理工作的监督

和强化。

3. 重视对科研经费的管理　管理人员、

研究人员都把严格执行关于科研经费的规定

(下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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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

用人要充分发挥人才特有的专长, 才能

产生最佳效果。所以,应该对那些在专业技术

方面有一定专长和研究,以及参与、主持重大

科研项目的优秀人才, 尽可能创造条件,使他

们一心扑在专业技术岗位上, 直接从事专业

工作;其中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优秀拔尖

人才,可培养为学术或学科带头人;对那些有

相当管理才能,综合素质适合管理的人才, 通

过考察及现代管理科学的培训,安排在行政

管理岗位,更好地发挥其优势,促进管理干部

的年轻化。科技管理队伍不仅要年轻化,而且

要实行专业化,这是稳定科技管理队伍,提高

管理水平的关键问题。

四、关于高学历科技管理者的专业化

众所周知,科技管理能力是在科学实践

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计划决策, 组织运行和控

制协调等综合能力, 并不是所有高学历者都

具有这种能力, 而具有这种能力的高学历者

对科研管理也并非“全心全意”。难怪在一些

单位有人反映, 科研管理岗位高学历者增加

了不少,但管理水平却不见提高。出现这种结

果,主要是一些高学历者没有把科研管理当

作一项事业来干, 他们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因

而我们在理论上对高学历者在科研管理岗位

上发挥作用的期望,并不是都能实现的。

笔者认为,“一心不可二用”,高学历者一

旦当上了科研处(科)长,科研管理就是他的

的专业技术岗位。他必须一心一意地搞科研

管理,把管理真正当作主业。国家应不断适时

地制订出科学的优惠政策, 提高科研管理人

员的地位,在他们取得成绩时,也同样享受专

家的待遇,彻底免除后顾之忧。

笔者对高学历者搞所谓“双肩挑”的作法

是持否定态度的。其原因很简单,它违背干部

专业化的原则,它会使科研管理事业受到损

失。

美国 NIH 的医学博士们一旦从事管理

工作,不也都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了吗?笔

者认为随着国家各种新政策的不断出台, 将

会有更多的博士、硕士投身到科研管理岗位

上来, 他们会在这个岗位上充分地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 更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笔者估计, 大约3～5年,高校所属的科

研管理部门都将由具有硕士学历的科技人员

来承担管理工作。到那时,高学历科技管理者

的专业化问题就将成为历史了。

此文并没有贬低高学历者在科研管理工

作中的作用之意图, 只是想通过这种探讨和

切磋, 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管理

人才的培养、使用途径,以促进我国科技早日

腾飞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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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大事,自觉遵守, 管理部门有章可循、渠

道沟通。

4. 重视建立科研道德约束　对处理研究

人员的利害冲突、科研道德作风问题等,各级

管理部门都给予高度重视。

在与他们探讨有关科研管理部门的作用

问题时,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二点: 要在各

方面为研究人员开展研究提供创造条件; 严

格把握政策,在科研的全过程起监督作用。因

此,保证、监督是科研管理的关键。
(收稿: 199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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