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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引,牢固树立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按照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

求,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围绕夯实

科技基础的战略目标,统筹实施年度资助计划,重点

培育源头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科技源头供给质量和

效益,更好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自然科学基金

委按计划完成了各类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批准

工作,并在加大力度培养青年人才、积极培育原创性

成果、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持续完善资助管理机制等

方面着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１．１　申请情况

２０１７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申请总量 继 续 保 持 大 幅 上 涨 态 势.截 止 到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７日,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各类项

目申请２０２２４８项,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９７１４项,增幅

１０．８０％,再创历史新高(表１).二是地方所属依托

单位申请总量持续增长.近年来,地方所属的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规模有了明显的

扩大,申请量持续增加,省市自治区所属依托单位的

申请量共计１０３３９８项,比２０１１年(６７０９４项)增长

３６３０４项;占总申请量的５１．１２％,继２０１６年后占比

再次超过５０％,比２０１１年(４５．４４％)增加近６个百

分点.三是简化了申请材料及管理工作程序.２０１７
年起,申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时不再提交依托单位推荐意见.

１．２　受理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受理项目申请 １９８０６５ 项,
不予 受 理 ４１８３ 项 (占 接 收 项 目 申 请 总 数 的 ２．
０７％).在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中,“依托单位或合

作研究单位未盖公章或是非法人公章,或所填单位

名称与公章不一致”(５６８项)、“不属于本学科项目

指南资助范畴”(５２６项)、“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

择错误”(３２０项)是３个最主要的原因.

１．３　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及审查情况

在规定期限内,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不予受

理项目的复审申请６３１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

１５０８％.经审核,共受理复审申请５０９项.经审

查,维持原不予受理决定４６６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

定有误、重新送审的４３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

１０３％,其中９项通过评审建议资助.

表１　２０１７年部分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按项目类型统计)

项目类型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增幅

面上项目 ７４０４８ ８０２９１ ＋８．４３％
重点项目 ２７８２ ３０１２ ＋８．２７％
重点 国 际 (地 区)合 作 研 究

项目
６１０ ６０９ －０．１６％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０３９９ ７８１９５＋１１．０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４１３ ４８６７＋１０．２９％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４３３ ２６８４＋１０．３２％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５７ ２５６ －０．３９％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项目
３８６ ４１１ ＋６．４８％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４１５６ １５９３５＋１２．５７％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２４０ ３９１＋６２．９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自由申请)

５８８ ５９１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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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１　项目评审情况

２０１７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评审工作中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切实加强依法行政,切实加强风险防

控,切实加强程序规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是加

快推进通讯评审专家辅助指派系统的全面使用,做
到学科全覆盖.通讯评审专家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

在各学科得到了普遍使用,使用辅助指派系统的项

目占比达到８６．０６％,比２０１６年提高了９．５７个百分

点.二是严明会议评审纪律,规范会议评审环节.
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会议评审中

遴选评审专家及参加会议评审的项目、投票方式、项
目资助经费审定方式、倾斜资助政策及陪同答辩人

数等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自然科学基金委按计划完成了通讯评审和会议

评审工作.各类项目通讯评审指派专家数量及有效

通讯评审意见数量均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所有具

有答辩环节的项目会议评审时,均对申请人汇报和

评审专家提问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并归档保存,均
采用了会议评审现场手机信号屏蔽措施.重大项

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门推荐)在评审会前公布了评审专家名单,其
他类型项目会议评审专家名单于评审会结束后一周

内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向全社会公布.

２．２　项目资助情况

经过规定的评审与审批程序,共批准资助项目

４３９３５项,直接费用２５２９５１６万元.

２．２．１　聚焦基础前沿,努力夯实创新基础

稳定支持基础研究,保持自由探索项目的经费

占比,保障科研人员自主选题大胆探索,推动学科均

衡协调可持续发展.资助面上项目１８１３６项,直接

费用１０６８５９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５８．９２万元/
项,平均资助率２２．５９％.

按照科学基金“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部署,围绕

优先发展领域,加强前瞻部署,力争形成重点突破.
稳步提高重点项目的资助规模与强度,激励科学家

着眼长远、系统解决重要科学问题.加大了对重点

项目的资助力度,资助数和平均资助强度均比去年

有所提高.资助重点项目６６７项,直接费用１９８７００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９７．９０万元/项.

突出科学目标引导,鼓励和培育具有原创性思

想的科研仪器研制,为科学研究提供新颖手段和有

力工具,开拓研究领域,催生源头创新.资助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８３项,直接费用

５８９７７．９１万元;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部门推荐)５项,直接费用３２８２１．９８万元.
稳步深化开放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继

续实施开放合作战略,鼓励中外科学家开展实质性

合作研究,资助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１０７
项,直接费用２５５００万元;资助组织间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３７０项,直接费用６９２９０．５２万元.
２．２．２　突出人才为先,积极培育创新队伍

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在
项目申请量继续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加大力度培养

青年人才.在保持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同上年

基本持平的同时,提高对青年科研人员的资助强度,
稳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确保资助拔尖人才质量.
资助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７５２３项,比２０１６年

(１６１１２)增加了近１５００项;同时将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强度提高至将近２３万元/项,比２０１６年提

高１８．１０％;总的资助额度达到４０亿元,比２０１６年

增长２８．４３％.此外,在各类项目的评审过程中,注
重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科研人才团队呈现年轻

化趋势.２０１１年以来,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中年龄在４０岁以下的占比稳步提高,２０１７
年分别达到４６．２２％和５４．０６％,比２０１１年均提高

了约１０个百分点.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９９项,直接费用５１８７０万元.资助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１９８项,直接费用６７９３５万元.资助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３８项,直接费用３８９５５万元;对
已实施６年的９个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进行延续资

助,资助直接费用４７２５万元.
持续培养基础研究欠发达地区的人才队伍,资

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３０１７项,直接费用１０９５２０万

元,平 均 资 助 强 度 为 ３６．３０ 万 元/项,平 均 资 助

率１８９３％.
吸引海外及港澳优秀华人为国(内地)服务,资

助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期资助项目

１２０项,直接费用２１６０万元;四年期延续资助项目

资助２２项,直接费用３９６０万元.
继续加大对外国青年学者的吸引力度,资助外

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１５５项,直接费用４５００万

元.
支持科研人员结合数学学科特点和需求开展科

学研究,提升中国数学创新能力,资助数学天元基金

项目８２项,直接费用２５００万元.
２．２．３　面向战略需求,促进交叉融合

自然科学基金委聚焦«“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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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重大科学问题,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

大科学前沿,精心策划、认真组织重大项目和重大研

究计划工作,及时通过应急管理项目部署重要前沿

领域研究,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强
化对国家战略科技需求的源头支撑作用.

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

家安全的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重

大项目,推动学科交叉,汇集创新力量,服务创新驱

动.加大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资助重大项目４０
项,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７项目,资助直接费用６５４１３．５５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１６３５万元/项.

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

展”的基本原则,科学实施重大研究计划.通过长期

稳定支持,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培养创新人才和团

队,显著提高若干重要领域和重要方向在国际上的

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发展,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提供科学支撑.加大了重大研究计划的实

施力度,重大研究计划从每年计划启动３个提高到

４个,２０１７年启动实施了“湍流结构的生成演化及作

用机理”“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研究”“细
胞器互作网络及其功能研究”和“特提斯地球动力系

统”.２０１７年共有３２个重大研究计划正在实施,资
助项目５３５项,直接费用８４７９９．４０万元.

及时部署重要前沿和交叉领域基础研究.２０１７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围绕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领

域,安排倾斜支持资金共７０００万元.
发挥科学基金导向作用,关注地区、行业、企业

需求,吸引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２０１７年,共实

施２５ 个 联 合 基 金,资 助 项 目 ７９０ 项,直 接 费 用

１２１５６６万元.与中国科学院密切合作,设立了空间

科学卫星联合基金,共同资助全国科研人员依托暗

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

验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硬 X 射线调

制望远镜卫星等四颗空间科学卫星开展前沿和交叉

科学研究.与国家电网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地震局签署新的联合基金协议,资助行业共性

需求和科学前沿问题研究.
着眼于凝聚高水平研究队伍,继续试点实施基

础科学中心项目,通过长周期的稳定支持,促进学科

交叉融合,形成若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

２０１７年共资助４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直接费

用７３０００万元.

３　２０１８年科学基金资助工作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我国

科技创新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了科技创新在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将基础

研究提升到建设创新型国家任务中更加突出的位

置.习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

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

大突破.党中央做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决

策,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聚焦科学前沿,加大对自由

探索研究的支持力度;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导向,围绕

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

等领域,加强前瞻布局,鼓励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科

学突破;继续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支持力度,促进

优秀人才的纵向接力;强化条件支撑,鼓励和培育具

有原创性学术思想的探索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加
强仪器项目后期管理和开放共享;持续加强评审体

系建设,着力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征的公正、科学、
规范的评审系统.

面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自然科学

基金委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科学基金事业的根本遵循,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凝神聚力,奋勇前进,不断开创科

学基金工作新景象,繁荣中国基础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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