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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纵横 ·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胡 睦 蒯本君 汪逸丰 王 萍 何晓君 李祥太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上海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概况

上海市 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称 “市科学基金 ”

是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的组成部分 ,由上海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根据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组

织实施和管理 ,旨在通过资助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

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项 目 ,鼓励前沿科学研究和激

发创新思维 ,积极发现优秀科技人才 ,促进各学科均

衡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推动上海市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工作 。

自 年成立以来 ,市科学基金广泛资助上海

市高校 、研究所等各类研究单位的创新科研活动 ,投

人不断增加 ,资助领域范围不断扩大 ,显著增强了本

市基础研究活力 。 年 ,共有 个单位的

个有效申请项目获得网审资格 ,其中有 个创新项

目获得资助 ,投人经费 。。。万元 。 年至 。年

间 ,累计资助项目 个 ,资助经费达 , 亿元 ,项

目研究领域涉及数理 、化学 、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 、材

料与工程学 、信息科学和管理科学等多个学科 ,其中 ,

尤以生命科学最具特色 ,占所有项目数量近六成 。

市科学基金遵循 “公开 、公平 、公正 ”的原则 ,实

行尊重科学 、推动创新 、依靠专家 、择优支持的方针 ,

采取 “宏观引导 、个人申请 、单位推荐 、专家评审 、合

同管理 ”的机制进行项目管理 ,优先资助中青年科研

人员 ,在上海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 多

年来 ,市科学基金挖掘和留住了大批优秀科学人才 ,

培养出诸多科研骨干 ,大量项 目研究由于获得基金

支持而得以进一步拓展和加深 ,其中一部分在基金

培育下成长为国家重点项 目 ,为上海市科技竞争力

整体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 。

市科学基金工作及措施

准确把握定位 ,积极发挥市科学基金引导作用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准确把握支持基础研究 、

本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坚持自由探索 、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 ,通过支持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人员在资助范围内自由选题 、

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促进各学科均衡 、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 ,持续增强上海市的原始创新能力 ,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储备和科技支撑 。

坚持依靠专家 ,贯彻民主公正原则

科学基金制的本质在于通过平等竞争和激励创

新来激活基础研究的活力 ,实施的过程应该尊重科

学家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推进科学民主管理 。

长期以来 ,市科学基金充分依靠科学家群体进行科

学判断 ,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 。充分发挥专家在市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 、结题验收等环节的民主决策作

用 ,对于维护基金管理的公正性 、提高市科学基金资

助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市科学基金项目实行网上专家评审和专家咨询

委员会会议评审相结合的二审制度 。专家咨询委员

会由本市有关单位推荐的 位具有宏观战略思维 、

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较强的学术判断能力

的专家组成 ,分为生命科学领域 、化学科学领域 、工

程与材料科学领域 、信息科学领域等若干组 。每年

通过网评 、专家咨询委员会二审 ,根据择优支持 、公

正合理原则 ,来确立资助项目 。

建立健全科学管理机制 ,提高市科学基金管理

效率

为了体现公开 、公平 、公正的资助原则 ,使

广大科学技术人员更好地了解上海市 自然科学基金

的资助政策 ,上海市科委每年定期在网上发布 《上海

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以引导申请人正确选择

项目类别 ,自主选题 。

规范市科学基金的管理 ,明确市科学基金

管理工作中相关主体的职责 。标准化 、程序化是规

范管理的重要内容 ,市科学基金从项 目指南发布 、项

目申请 、评审 、立项 、结题验收等环节 ,都有一系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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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操作规范来保证程序公正 ,确保严格 、规范的操

作程序来实现市科学基金职能 。此外 ,市科学基金

还设立了专家回避制度 ,明确了评审过程中评审工

作参与人员的诚信与保密制度 。

为了充分发挥申报单位科技管理部门的作

用 ,提高项目申报质量 ,有效减少低水平重复申报 ,

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费使用效率 ,市科学基金实行单

位限项申请 ,申报数目由该单位的科研综合实力 、历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 、完成市科学基金情况

等因素综合考虑 。

市科学基金工作成效

培育和留住优秀科技人才 ,壮大了科研中坚力

量 ,组建了科技生力军

科技人才需要施展才华的平台 ,需要发展开拓

的空间 。市科学基金以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为己任 ,

鼓励自由探索 ,不断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输送养料 ,

夯实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 ,为人才发展开辟了一片

广阔天地 ,培育和留住了大量优秀人才 ,造就了一批

科研骨干 ,建立起一支具有创新精神的科研生力军 。

在培育和稳定青年人才队伍方面 ,市科学基金

通过及时的资助 ,帮助青年科技人才在发展之初正

确把握方向 ,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 。如上海交通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吕维洁在博士毕业的

去留之时 ,获得了市科学基金对其 “原位自生钦基复

合材料超塑性变形研究 ”项目的资助 ,从而抛开了远

渡重洋的想法 ,决定留在上海潜心研究 。在市科学

基金项 目研究的基础上 ,进而陆续获得了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 、国家 “ ”计划和 “ ”计划等项目 ,他开

展的 “原位自生钦基复合材料 ”研究由此逐步进人国

际先进 、国内领先行列 。他本人也快速成长为本单

位科研骨干 ,先后成为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 、国家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

对于各科研机构的骨干精英 ,市科学基金始终

抱着坚定支持的态度 ,帮助其再创辉煌 ,更扎实 、更

深人地开展科学创新工作 。如 年当选为中科

院院士的赵东元教授 ,早期在市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

下 ,进行 “大孔径氧化物介孔材料的合成及组装 ”研

究 ,此后在介孔材料创新研究方面屡获佳绩 ,推动了

上海在这个领域的实质飞跃 ,并产生了良好的国际

影响力 。他因此先后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杜邦青年教授奖

、 化学奖 、国

际介观结构材料协会终生成就奖 、何梁何利科学进

步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并主持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 。

在培养科研团队方面 ,诸多实力雄厚的科研梯

队离不开市科学基金的先期投入 。如 ,上述提及的

赵东元院士 ,在基金支持下成长的同时 ,他领导的研

究团队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创新群体 ”

经费资助 。再如 ,由同济大学吴广明教授领衔的科

研小组 ,市基金所给予的第一桶金 ,对于该学科团队

的形成 、学术水平的提升 、创新思想的孕育起到了不

可忽视的作用 。通过市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该科研小

组培养出了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名 、上海市启明星

人次 、上海市曙光人才 名 、上海市晨光计划人才

名 ,其中部分已成为同济大学的主要学科带头人 。他

们还同时培养了博士生 名 、硕士生 名 ,已经形成

了一支富有创新活力 、结构合理的青年学术队伍 。

孕育创新思想 ,以前沿科学创新成果引领社会

发展

科学发展离不开创新思想的推进 ,市科学基金

努力为各种创新研究提供条件 ,以求占领科学制

高点 。

一方面 ,市科学基金力求孵化具有国际水平的
新的研究生长点 ,帮助一批项 目屡获佳绩 。如 ,华东

师范大学施国跃教授早期的研究项目 “量子点修饰

电极用于建立蛋白质组学检测的方法学研究 ”得到

市科学基金的资助 ,该项 目实现了血红蛋白等多种

蛋白质的电化学有效识别 ,为蛋白质在生物体内的

生物电化学研究以及临床蛋白质的快速检测提供了

科学的方法 ,项 目成果在美国化学会 的重要杂志

等发表了多篇 论文 。再如 ,复旦大

学冯嘉春教授在刚开始科研旅程的时候 ,得到了市

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 ,他的 “日聚丙烯应用研究中的

两个基础科学问题 ”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发表

文章 篇 、其他论文 篇 ,在此基础上他成功

获得国家 “ ”计划项目资助 。同济大学刘小林教

授早期的研究也得到市科学基金的支持 ,在 “高亮度

稀土激活钮酸礼透明闪烁薄膜的探索 ”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成果 ,发表了 文章 篇 、其他论文 篇 ,
同时还获得了 项发明专利 。

另一方面 ,市科学基金为上海的社会经济发展

和自主创新提供切实的科学支撑服务 ,鼓励对社会

建设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 ,其所支持的多个项

目已在城市建设 、环境整治等的综合应用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 。如 ,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周岱教授早

期领衔的 “大跨斜拉网壳屋盖祸合风振和减振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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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问题 ”项目在市科学基金支持下 ,一改长期以来使

用的基于非线性随机振动理论的时域分析法等传统

方法 ,大胆提出并运用基于先进计算流体动力学

并结合结构动力学分析理论 ,使项目成果具

有力学 、结构工程 、计算机技术跨学科交叉的显著特

色 ,项目支持下形成的创新学术思想延续至今 ,研究

成果在土木 、力学领域的国际顶级类和权威学术期

刊上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 ,且已经运用于首都国际

机场 号航站楼等几个国家重大工程设计计算中。

又如 ,复旦大学乔明华教授早期在市科学基金项目

的资助下 ,在镍催化剂的稳定性研究方面顺利取得

了突破 ,所获成果对于减轻汽车尾气的环境污染具

有现实意义 ,他的研究为骨架镍型脱硫吸附剂的设

计做出了新贡献 。

培育了一批能够承担国家重点重大项 目的

团队

对于具有科学前瞻性 、尚处于幼苗期的优质项

目 ,市科学基金作为 “第一桶金 ” ,在初期为支持项目

保驾护航 ,帮助多个科研团队的课题成长为国家级

重点重大项 目。

如 ,华东理工大学轩福贞教授课题组较早时期

的 “高温含缺陷焊接结构完整性评定技术研究 ”项 目

在金属结构免于蠕变评定的判定准则 、与时间相关

断裂参量的测量与工程预测 、时间相关断裂参量的

计算和时间相关失效评定图的修正等方面取得突

破 ,获得了市科学基金大力支持 ,课题组得以继续进

行多方位深化研究 ,又先后获得上海市青年科技启

明星计划和霍英东基金 资助 ,进 而获得科技 部

,' ”计划项目支持 。再如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

心梅捍卫及其课题组于 年得到市科学基金资

助后 ,开展了 “水稻随机导人系群体构建及等位基因

发掘 ”方面的科研工作 ,培育了大规模多亲本导入系

群体 ,从中鉴定出具有株型优 良 、稻米品质好 、较强

抗旱和耐低氮能力的种质材料 ,以此为基础 ,课题组

继而得到了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课题 、农业部 “ ”

重大专项子课题 、国家 “ ”计划课题 、国家转基因

重大专项任务和美国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国际合

作项目等较高强度的经费支持 。

引导与协调促进学科发展 ,巩固和拓展优势

学科

市科学基金坚持全面布局与重点发展相结合 ,

对于一些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学科进行重点培养

和扶持 ,增强了相关学科领域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创

新研究实力 ,巩固和拓展了本地区的优势学科 。

如 ,市科学基金长期着力发展生命科学 ,尤其关

注临床医学基础学科 、中医学与中药学等学科 。目

前 ,上海高校临床学科的 个二级学科 、药学和中

西医的 个一级学科和 个二级学科已被评为国家

重点学科 。工程学方面 ,市科学基金持续资助同济

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在交通运输 、土木工程和船舶海

洋工程等学科领域的研究 ,为这两所高校在构造工

程类学科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目前 ,该两校共

计已获得构造工程类国家重点一级学科 项 、二级

学科 项 。在信息科学方面 ,市科学基金重点支持

计算机科学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自动化学科等 ,为

信息网络多功能化和高性能化应用提供了条件 。此

外 ,对于材料科学 、数理科学 、地球科学 、水产科学 、

化工科学等学科 ,市科学基金采取全面协调支持的

方式 ,促进各高校多种学科的均衡发展 ,为本地区一

批高校的优势学科发展创造了机会 。截至 年 ,

本市已有 个一级学科 、 个二级学科被纳人国

家重点学科 ,包括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

学 、华东师范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上海大学 、东华大

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

等在内的 所院校设有国家重点学科 。

未来工作展望

工作目标

为创新思想的孕育创造良好环境 ,培养和凝聚

具有影响力 、富有创新能力的科学英才 ,推动学科均

衡发展 ,力争突破关键性技术 ,提升地区整体科研实

力 ,为推动本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

工作思路

以“侧重基础 、侧重前沿 、侧重人才 ”的战略为导

向 ,与市科委计划和项目相对接 ,有所为有所不为地

进行资金合理部署 ,广开言路 ,加强沟通以建设人才

梯队 ,并坚守 “公平 、公开 、公正 ”原则 ,在提高工作效

率 、深化审批改革的基础上 ,完善基金工作体系 ,不

断加强本地区原始创新和推动成果转化的能力 。

重点工作

完善市科学基金体系 ,实现卓越管理

市科学基金在过去的 余年中 ,规模日趋庞

大 ,管理体系日益完善 。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继续追

求卓越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基金制度 ,学习国

内科学基金评审工作在公平 、公开 、公正方面被一致

认可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操作流程 ,进一步

深化评审体制改革 ,采用信息化等手段保持项 目申

下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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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项 目合同 协议 和其他必要的资料 ,经批准后 ,

财务管理部门依据上述材料和协作单位的合法有效

财务凭据办理转拨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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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 、审计部门 、科研管理部门和项 目负责人均

应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

根据 《条例 》精神 , 《华中师范大学科研项 目经费

管理办法 》还规定 “科研项 目经费到账后 ,学校财务

管理部门在七个工作 日内 ,在网上公布并会同科研

管理部门确认项 目负责人 ,办理科研项 目经费本 。

每一个科研项目单独开设一个经费本 ,单独建账和

专款专用 。”“科研项目经费的转拨 ,项 目负责人应向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 、财务管理部门提供科研项 目批

尸 。̀,, 〔 , 夕 , 少。。 了 肠 , 、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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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 、评审 、资金发放等程序的渠道通畅 ,以提高项目

审批和资金管理效率 ,并加强评审专家库的建设 ,扩

大专家参与比例 ,最大限度地保障评审的独立性和

公正性 。

扩大范围 ,科学布点 ,强化引导 ,提高资金

分配效力

市科学基金将依据国家发展战略 ,围绕上海市

重点发展产业 ,就城市与社会进步急需解决的关键

性问题 ,进行更合理 、全面的资金部署 。对那些有望

大大改善民生民计 、具有原创性 、新颖性的基础研究

项目予以高度重视 ,对有较大潜力的学科开展较为

集中而持续的项 目布点 ,同时 ,尽量确保让有创新思

想潜力的非共识性项 目得到一定的支持 ,做到有的

放矢 、协调分配 ,为进一步提升上海科学发展水平和

产业发展技术瓶颈突破能力 、实现科研事业的大繁

荣 、为社会创造福利孕育更为优秀的科学基础 。

加大人才吸引力度 ,扩充优秀科研团队

力量

市科学基金通过多年的资助积累 ,为上海大批

优秀科研人才的涌现做出了贡献 。今后 ,市科学基

金将再接再厉 ,在发现和引进各层次人才 、吸引国外

精英上做更多努力 。考虑开设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网站 、青年科学家论坛等 ,以加强对市科学基金的宣

传力度和促进人才与科学基金间的沟通 ,并筹划对

承担科学基金项目取得出色成果的青年科学家给予

额外奖励或滚动支持 ,或予以升格为重点项 目的支

持 ,以培养新的科研骨干 ,扩充优秀科研团队力量 。

” 〔 〔之 尸̀ 刀 夕 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