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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科学部在２０１７年度的基金评审工作中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关于项目评审资助工作的各项规定与管理

办法,认真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２０１７年

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顺利完成了各项评审工作任务.

１　管理科学部对２０１７年度评审工作的总体

要求

　　(１)贯彻落实科学基金的方针政策.坚持并贯

彻２４字工作方针: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
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精神.坚持支持基

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定位和科学

基金在推动源头创新中肩负的使命.突出更加侧重

基础、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战略导向.
(２)充分发挥学科评审组和评审工作的宏观引

导作用.根据«条例»提出的资助原则,充分发挥专

家的作用,采取宏观引导、自主申请、平等竞争、同行

评审、择优支持的机制.在学科评审会上强调评审

的重点放在项目的创新思想与研究价值上;积极对

有可能取得创新,特别是具有原创性成果的项目及时

给予支持.同时注意发现有培养前途的高水平研究

人才.同时强调关注学科均衡发展,以及在学术水平

优先前提下,注意资源在地区和学校间的合理配置.
(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将

维护公正性放在评审工作的首位,委内工作人员、评
审专家、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应当严格遵守

回避与保密等有关规定.评审过程中如发现违反规

定或妨碍评审公正性的行为,将按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４)高度重视评审中的纪律要求.(i)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坚持科学性和公正性方面不断

提高工作力度.今年将继续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制定的“评审会议专家承诺书”制
度,专家应认真执行有关规定,遵守承诺.(ii)要求

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办法中关于

回避的规定,“评审会议专家承诺书”第三条要求:
“主动回避本单位、亲属及有‘利益相关’的申请项

目.”其中,“利益相关”是指:(a)与基金项目申请人

为导师和被指导学生关系;(b)与基金项目申请人

近三年中有密切合作关系,包括共同发表文章、作为

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或本单位分工实质负责人

共同合作研究等;(c)担任申请项目依托单位的学

术兼职或行政兼职职务;(d)其他可能影响基金评

审公正性的关系.学科评审组专家在讨论本单位、
亲属及有‘利益相关’的申请项目时应主动回避.
(iii)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人员

公务活动八项规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

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

家工作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

家行为规范»等制度,欢迎各方相互监督.
(５)促进女性科研人员、地区基金范围内的青

年科研人员成长.在各类项目评审中,注意把握在

同等条件下女性科研人员优先的资助政策.青年科

学基金评审时,注意把握在同等条件下向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２　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

２．１　三类项目(面上、青年、地区)受理情况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受理申请总项数

为３６７６项,比２０１６年的３６７６项增３９６项,增长率

为１０．７７％;与２０１６年的３６０５项相比,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增加５２２项,为４１２７项,增幅为１４．４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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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科学基金申请项目与２０１６年的６６５项相比,增加

了１１７项,申请数为７８２项,增幅为１７．５９％,特别强

调一点是:部分地区科研机构申请面上项目、青年项

目和其他类型项目的数量均有所增加,申请总量比

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５．９３％,达２６８项.

２．２　评审与资助情况

(１)不予受理情况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各科学处根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条例»和计划局下达的“关于２０１７年度项

目申请初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高度重视初

审工作,严格把握初审标准,提高初审质量,避免错

判、漏判.对程序性审查不合格的申请项目进行了

初审,共计１５４项,初审率为１．７１％,比２０１６年的

１．９５％初审率下降了０．２４个百分点.
没有通过初审的主要原因分为３类:(i)不符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

四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ii)不符合“项目指南”各
项具体规定的;(iii)不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项目

管理办法中限项申请规定的.其中,申请人正在承

担或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未结题或已结题

未提供«结项证书»占２３．３８％;依托单位或合作研

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与公章不一致占

２１．４３％;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简历

占１９．４８％;申 请 人 或 项 目 组 成 员 申 请 超 项 占

９７４％;在职研究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占５．１９％.
初审后,根据«条例»规定,学部受理了２９项要

求复审项目,各科学处对提出复审请示的项目再次

严格审核,判断是否符合复审条件,最终对其中３项

重新发出同行评议,其余一律维持原初审意见.
(２)同行评议情况

为确保有效同行通讯评议意见的数量,根据

“２０１７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要求指派

专家人数为奇数,各科学处全部遴选５位专家通过

网上进行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最终平均回函率达

９７％,其 中 管 理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科 平 均 回 函 率

９９９８％,工商管理学科为９５％,经济科学学科回函

率为９７．５％,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回函率为９５％.
学部坚持各学科综合评价总成绩档次划分的统一标

准,加强评审工作的规范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送审项目总计为６８３项,送审率１４２．５９％;工商管

理学科送审项目总计为６０４项,送审率１３７．６％;经
济科学学科送审项目总计为３７５项,送审率１４４％;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送审项目总计为６１６项,送审

率１４９．２％.

今年的评审会,学部根据委里的有关精神与要

求,为保证评审的规范、高效、公正、创新,同时更加

尊重小同行的评价意见,学部要求评审项目时对 A
档项目的评审更简单快捷,以便留出较多时间对 B
档及具有非共识项目认真进行讨论,发现并切实支

持具有创新性的项目.所有资助项目均须经过学科

评审组专家无记名投票并且同意票数必须超过投票

数的１/２.
(３)资助情况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三类项目(面上、青年、地

区)资助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７年度三类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

类别

申请

项数

资助

项数

资助经费

(万元)
(直接经费)

资助率

(％)

资助强度

(万元/项)
(直接经费)

面上

青年

地区

总计

４０７２
４１２７
　７８２
８９８１

７５５
８１５
１３６
１７０６

３６２４０
１４６９０
３８２０

５４７５０

１８．５４
１９．７５
１９．３９
１９．００

４８．００
１８．０２
２８．１０
３２．０９

２．３　２０１７年度评审资助工作要点

(１)坚持加强对青年学者的支持力度.２０１７年

青年基金资助项目占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资助

的比率为４７．７７％,比２０１６年的４５．３７％增加２．４
个百分点;建议资助项目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６９７项增加

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１５项,增幅达１６．９％,充分体现向青

年学者进一步倾斜的资助方针.
(２)特别强调对科技人才更为缺乏的民族自治

地区保持一定的资助比例.在申请量较去年大幅度

提高的情况下,资助率为１７．３９％,比２０１６年下降

２．１６个百分点.资助的１３６个项目中有４４项属于

新疆、内蒙、宁夏、广西等民族自治区,在列入地区科

学基金资助范围的６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本年度

没有项目获得资助;有回族、白族、侗族、纳西族、蒙
古族、维吾尔族、壮族、仫佬族等８个民族的１６位少

数民族申请者获得资助.在１３６项资助项目中江西

获得４２项,云南获得２４项,上述两个地区占总数的

４８．５３％,比２０１６年的４８．５３％略升１．６１个百分点,
总体上看,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分布情况较之前几年

得到改善,但江西和云南获得的资助量仍然较高.
申请非地区基金类型的地区科研机构获资助量比

２０１６ 年 增 加 了 ４ 项,达 １９ 项,但 资 助 率 仅 为

７０９％.地区科研机构申报非地区项目资助情况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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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地区科研机构申报非地区项目资助状况表

项目类型
申请项数 资助项数 资助率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备注

面上项目 ７１ ９４ ５ ９ ７．０４％ ９．５７％
青年项目 １７５ １６７ ９ １０ ５．１４％ ５．９９％
其他项目 ７ ７ １ ０ １４．２９％ ０
合计 ２５３ ２６８ １５ １９ ５．９３％ ７．０９％

申请:杰青２项、优青

２项、重点２项、海外

及港澳合作研究１项

(３)继续坚持“绩效挂钩”的原则.管理科学部

连续２０年对结题一年后的项目进行全面的绩效评

估(后评估).后评估的结果由学科反映在项目的

“学科综合意见”上.评审中,对后评估被评为“特
优”“优秀”的项目主持人再次申请的项目,建议专家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资助;对以往承担的项目执行

不认真,后评估结果为“中”和“差”的项目主持人再

次申请的项目,建议专家从严审查.
(４)高度重视“项目相似度”检查.今年管理科

学部申请项目通过全委“项目相似度检测系统”筛选

出整体相似度＞３０％或研究方案、特色创新相似度

＞３０％的共计１１９项,相比２０１６年的７８项增加了

４１项,增幅５２．６％,其中通过同行评议上会审议的

项目１３项,上述１１９项申请分为４种类型:其一是

今年的不同申请人申请书相似;其二是今年的申请

人与往年未批项目的不同申请人申请书相似;其三

是今年的申请人与往年已获批项目的不同申请人申

请书相似;其四是同一申请人与其往年已批项目的

申请书相似.在评审中,学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要
求各学科努力做到认真核实,细致分析,统一尺度,
通过学部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对上会的１３个项目实

行双主审,向专家提供与其相似的原申请书并做出

明确说明,最终有１个项目获资助.
(５)对近两年特别是去年刚获得资助的项目主

持人今年再次申请的项目,从严掌握,鼓励其集中精

力认真作好现有在研项目的研究工作.

３　重点项目

本年度管理科学部四个学科共资助２２个重点

项目研究领域２８个重点项目,其中有四个领域建议

资助２项,一个领域建议资助３项.今年重点领域

受理１０８项,比２０１６年的８７项增加了２１项.
学部继续坚持在同行评议与评审过程中,对每

一个重点项目研究领域,准确选择同一组专家进行

同行评议,以保证评价的同一尺度与评议质量;在学

科评审会上,实行双主审制,强调重点项目的研究坚

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力求创新的要求;

提前一天安排专家审读材料,严格择优宁缺毋滥,认
真进行讨论,保证质量第一,不搞拼盘.最终经评

审,管理科学部２０１７年在２２个领域中资助重点项

目２８项,经费总计６７２０万元.

４．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大数据驱动的管理与决策研究”
是启动的第三年,共批准１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１９项

培育项目和２项集成项目.学部今年评审启动了三

个重大项目,分别是“互联网背景下金融创新与风险

管理若干基础理论与方法”、“基于中国情景的会计

审计与公司财务关键科学问题研究”与“国家安全管

理的决策体系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其中:“互联网

背景下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若干基础理论与方法”
收到申请１项,最终资助１项,“基于中国情景的会

计审计与公司财务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收到申请２
项,２项经同行评议后上会答辩,最终资助１项,“国
家安全管理的决策体系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收到申

请１项,最终资助１项.

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基金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以下简称“杰出青年基金”)申请９２项,比２０１６
年的７７项增加１５项.经资格审查,全部为有效申

请.杰出青年基金的评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与程序

进行.学部根据同行通讯评议意见、杰出青年基金

预审会专家意见,确定１１名申请者到会答辩,通过

学部组织的专业评审会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专

业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最终管理科学部有７名申请

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收到候选创新研究群体申

报１４个,经资格审查,全部为有效申请.学部根据

同行通讯评议意见、创新研究群体预审会专家意见,
推荐３个研究群体到专业评审会上答辩,最终经过

专家无记名投票确定了 ２ 个创新研究群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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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受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

请１８３项,比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０项增加４３项,增长率为

３０．７％,经资格审查有２项因不符合申报条件及有

在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而不予受理.其余１８１项经

过同行通讯评议结果和预审会推荐,确定２２位申请

者到专业评审会上答辩,专业评审组专家在认真听

取答辩与提问后,经过认真充分的讨论,以一次性无

记名投票方式确定１５位申请者获得资助.
海外与港澳合作研究基金分为两年期和延续资

助两种.两年期项目受理２８项,比２０１６年的３８项

减少了１０项,其中２４项为海外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４位为香港及澳门合作研究基金.２８项申请中有５
项初审未通过,原因是根据指南要求:(１)缺乏在境

外任职或承担项目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２)无双

方合作协议;(３)相关信息前后不一致;(４)申请超

项.其余项目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后,最终有１０个

项目获得资助;延续资助类受理的３个项目,经过通

讯评议和会议评审答辩,最终有１个项目获得延续

资助.

６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协议类国

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部受理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共１８项,比２０１６年减少３项.经资格审

查有２项不予受理,原因是申请书前后信息不一致

及未附承担项目的有效证明材料.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强调合作双方的必要性和互补性,合
作双方应具有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基础,合作方应对

合作研究给予相应的经费投入,同时合作研究过程

中要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针对这样的评审原则和

要求,根据１６份申请的同行通讯评审结果,推荐了

６位申请者参加专业评审会议的答辩,最终有４位

申请者获得资助.
管理科学部今年还资助了组织间国际(地区)合

作 NSFCＧCGIAR 多年期研究项目 ３ 项和 NSFCＧ
UNEP多年期研究项目２项.此类项目参照重点国

际(地区)合作类项目进行评审,今年收到 NSFCＧ
CGIAR多年期研究项目申请１３项,其中２项因程

序性审查不合格而不予受理,其余１１项经过同行评

议,根据差额遴选原则,６项推荐上会答辩,最终３
项获资助;NSFCＧUNEP多年期研究项目申请６项,
全部符合申报条件,经过同行评议推荐２项上会答

辩,由于委内指标的调控,最终２项均获得资助.

本年度管理科学部全体工作人员在人员少、工
作任务重的情况下,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党组与全委会的要求,辛勤工作,依靠全国管理科学

家的大力支持,保证了今年评审工作各个环节的质

量,顺利完成了各类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

７　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智库建设高度重视,他指

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

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

方式等”.“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是智库建设的

重要资助形式,经基金委杨卫主任批准、在何鸣鸿副

主任和计划局的支持下,管理科学部在应急研究项

目中,今年再次启动了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专项.
政策研究重点支持项目旨在发挥管理学部面地青、
重点、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与人才队伍优势,针对党

和政府决策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难点与焦点问题而设

立.项目的定位是:注重规范、科学研究方法的应

用;申请团队长期关注某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承担

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或政府部门委托的相关

课题,在支撑国家重大决策中已取得具有显示度的

成果;在相关研究领域已具有深厚学术成果和数据/
资料/案例的积累;研究主题须是当前国家重大决策

中持续关注的难点、焦点问题.项目指南发布后,得
到科学界的积极反应,共收到有效申请７３份,经专

家预审会和评审会两轮评审,共资助了６个团队.

８　对未来评审资助工作的一些思考

(１)统筹实施“十三五”规划,促进基金管理上

水平

秉承科学基金基础研究使命,统筹实施“十三

五”规划,发挥自然科学基金对中国管理科学基础研

究的资助主渠道作用;大力支持对于人类社会管理

和经济活动的普适规律进行的原创性探究;充分利

用管理科学自身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特征;积极推

动跨学科的变革性研究,进而推动潜在新兴研究领

域甚至学科的出现.营造符合管理科学人才和队伍

成长规律的良好环境;为更多中国管理科学家在国

际管理科学舞台上发挥引领作用奠定基础.
(２)面向国家重大管理需求,推动管理学科前

沿引领

坚持“顶天立地”,以立意高远、符合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的管理科学问题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在重

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的立项、执行过程中,吸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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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政府部门的专家参与,凝练和升华中国管理实

践的重要成功经验,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探索

新时代背景下管理实践面临的新问题,积极地回应

新时代对管理科学理论新挑战.
积极引导开展具有“中国情景”的管理问题研

究,如: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创业、互联网金融、共享

经济、大型工程建造与运营等.瞄准若干重要且具

有优势的科学前沿方向以及具有“中国情景”特色的

研究领域,使管理科学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中国

管理科学家的具有一定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加强对

经济科学各领域的支持,提升中国经济研究的国际

地位.
(３)深化改革创新,促进资助管理机制的完善

(i)加大学科交叉研究的资助力度,强化对面向

国家重大管理需求的大项目的支持.加强与工程科

学领域、信息科学领域的交叉,力争在互联网与新兴

技术环境下重大装备制造管理、城镇化进程中的城

市管理这两个领域设立重大研究计划.统筹安排管

理科学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力争基础科学中心零

的突破.
(ii)加强大项目的咨询、决策系统的建设.完

善大项目立项与执行的决策咨询机制,使大项目的

立项与执行更精准地服务国家需求.
(iii)加大对经济科学学科的资助投入.逐步加

大对经济科学学科的资助投入,缓解新成立学科发

展迅速、项目申请快速增长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之

间的矛盾.
(iv)进一步加大对青年学者的资助力度.“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争取我委逐步加

大对学部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投入,努力缩小学部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全委资助率和资助强度上的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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