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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主渠道之一.本文通过统计和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代表类型项目在资助数量、学科分布等方面的情

况,研究江苏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了解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中

存在的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探索加强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的有效途径,希望能够对科研人员

和科研管理工作者在开展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支撑等方面的工作给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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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都指出,
要加强基础研究,提高自主和持续创新能力,掌握新

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主动,引领经济社会的全

面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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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１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强大的基

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

主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三十多年来,
一直聚焦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前沿,注重交叉学科,
培育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向国家重点研究领域输

送了大量创新知识和人才团队,提升了我国基础科

学研究创新能力和源头创新能力.同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是高校和科研院所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

重要来源.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承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的数量、类别及科研经费等情况,不但在重

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学位点等评估体系中占有相当

大的权重,而且已成为衡量其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能

力和水平的公认指标.
通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代表性项目类型的资助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
以很好地认识到江苏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的变化趋势,总结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有助于了解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的学

科分布和发展状态,进而为江苏省加强自然科学基

础科学研究和相关管理支撑服务工作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的年度资助项目统计(http://www．nsfc．gov．cn/

publish/portal０/tab５０５/)、年度报告(http://www．
nsfc．gov．cn/publish/portal０/tab２２４/)、科学基金

网络信息系统提供的项目综合查询(https://isisn．
nsfc．gov．cn/egrantindex/funcindex/prjsearchＧlist?

locale＝zh_CN＃)、历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指南[２]和相关统计文章[３７].

２　资助情况统计和分析

２．１　总体资助情况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江苏省共有１８５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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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注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依托单位.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每年都有１０个以上单位获资

助项目数超过１００项;每年都有４个单位获资助经费

过亿元,１０个以上单位获资助经费超过５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数和和经费数都不断攀升(表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累计达２０１１３０项,年平均增

幅为３．０２％.江苏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数累计达１９３３０项,年平均增幅为４．４０％,高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年平均增幅.虽然从

２０１５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经费模

式调整为“直接费用＋间接费用”,经历了一个“换挡

期”,但从总体上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逐

年增加,江苏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经费

也是逐年增加.
地区排名上,北京是每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数和经费数最多的地区,获资助经费约为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经费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上

海和江苏,江苏省的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一直保持在

全国的前三甲,属于科技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份.

２．２　代表性项目类型资助情况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和对比江苏省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和经费数,本文将对项目申报

集中期的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类)这六大项目类型

的资助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１)面上项目资助情况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资助数量最

多的项目类型(２０１４年除外,２０１４年资助面上项目

数量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少),也是每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最多的项目类型,是最能体现

一个地区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的项目类型.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面上项目８２９７３
项,资助经费５５０．３６５４亿元.江苏省获资助８３３５
项,占全国资助面上项目总数的１０．０５％;获资助经

费５４．９３５８２５亿元,占全国资助面上项目总经费数

的９．９８％.
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面上项目的资助规模

的扩大和资助强度的提高,江苏省获资助面上项目

的数量和经费也逐年增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面上项目的数量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６１９４项增至２０１７年

的１８１３６项,年平均增幅为２．８７％.江苏省获面上

项目的数量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３１项增至２０１７年的

１８６８项,年平均增幅为５．１０％.江苏省获面上项

目数量的年平均增幅高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面

上项目数的年平均增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在医学科学部、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生命科学部、信息科学部获资助面上项目

数较多(图１).
通过对比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资助面上项

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江苏省在地球

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部获资助的项

目数都位居全国第二.同时,除了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
年江苏省在生命科学部获资助的项目数略少于上海

市而位居第三,从２０１５年开始江苏省在生命科学部

获资助的项目数就已超越上海市位居全国第二.这

说明,江苏省在生命科学领域、地球科学领域、工程

与材料科学领域、信息科学领域具备较好的基础科

学研究能力.
在依托单位方面,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苏州大

学等高校获得面上项目的项目数和经费数都排在江

苏省的前列,而且南京大学获资助面上项目的项目

数和经费数一直都保持在全国前２０名.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年份

江苏省获

资助项目数
(项)

国家资助

总项数
(项)

江苏省获资助

数占国家总

项数比例(％)

江苏省获

资助经费
(亿元)

国家资助

总经费
(亿元)

江苏省获资助

经费占国家总

经费数比例(％)

江苏省获资助

总经费在全

国的排名

２０１３ ３５９８ ３９０１２ ９．２２ 　２０．７５６７ 　２３５．２３５４ ８．８２ ３

２０１４ ３５７０ ３６８２２ ９．６９ ２１．４６３６ ２４４．５５１８ ８．７８ ３

２０１５ ３９７３ ４０１７７ ９．８９ １９．９３０１ ２１４．５８００ ９．２９ ３

２０１６ ３９１４ ４１１８４ ９．５１ １９．４０２９ ２２７．０５９３ ８．５５ ３

２０１７ ４２７５ ４３９３５ ９．７３ ２２．５９６９ ２５２．９５１６ ８．９３ ３

合计 １９３３０ ２０１１３０ ９．６１ １０４．１５０２ １１７４．３７８１ ８．８７ —

　　注:２０１５、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的江苏省获资助经费和国家资助总经费为直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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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重点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 资 助 重 点 项 目 ２７４
项,占全国资助重点项目数的８．９２％;获资助经费

８１３５１亿元,占 全 国 资 助 重 点 项 目 总 经 费 数 的

８８５％.在江苏省内,南京大学获资助重点项目的

项目数和经费数一直都保持在全国前１０名.
表２列出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每年获资助

重点项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地球科学部获４９
项,占获资助总数的１７．８８％;医学科学部获４３项,
占获资助总数的１５．６９％;生命科学部获４２项,占
获资助总数的１５．３３％.江苏省在地球科学部、医
学科学部和生命科学部获资助重点项目数之和接近

获资助总数的一半(表２).
通过对比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资助重点项

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江苏省在地球

科学部获资助的项目数基本都位居全国第二,最高

峰时与位居全国第三的上海市相差１１项.这说明

江苏省在地球科学领域具有较强的基础科学研究能

力,在地球科学领域开展的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

较多.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面上项目各科学部分布情况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重点项目

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项)

学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数理科学部 ６ ４ １１ ６ ５ ３２

化学科学部 ６ ３ ４ １０ ７ ３０

生命科学部 ８ ６ １１ ６ １１ ４２

地球科学部 １２ １３ ９ ５ １０ ４９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３ ８ ７ ５ １１ ３４

信息科学部 ４ ７ ８ ７ ６ ３２

管理科学部 ３ ３ １ ２ ３ １２

医学科学部 ５ ５ １２ ４ １７ ４３

合计 ４７ ４９ ６３ ４５ ７０ ２７４

　　但是,２０１６年江苏省和上海市、湖北省、陕西

省、四川省、甘肃省在地球科学部获资助的重点项目

数持平,落后于广东省,并列位居全国第三.２０１７
年江苏省在地球科学部获资助的重点项目数略多于

上海,位居全国第二.这说明江苏省在地球科学领

域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地位,正逐渐受到其他

地区的挑战.
(３)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资

助数量仅次于面上项目的类型(２０１４年除外),是最

能体现一个地区储备青年科技人才数量情况的项目

类型.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５７８项,资助经费１８０．０３４３亿

元.江苏省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８９９３项,占全

国总资助数的１１．０２％;获资助经费１９．７９８９６亿

元,占全国总资助经费的１１．０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项

目数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５３６７项增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５２３
项,年平均增幅为３．３３％.江苏省获得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的资助数从２０１３年的１６５７项增至２０１７年

的１９７４项,年平均增幅为４．４７％.江苏省获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数量的年平均增幅高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平均增幅.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数量一直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与上海、广
东等地区的差距正逐渐拉大,江苏省的青年科技人

才储备情况较好.江苏省在医学科学部、工程与材

料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获资助的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数较多(图２).
通过对比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资助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从

２０１５年开始江苏省在化学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超越北京,位居

全国第一.江苏省在数理科学部、生命科学部、地球

科学部、信息科学部、管理科学部(从２０１５年开始)
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一直仅次于北京,
位居全国第二.这说明江苏省在数理科学领域、化
学科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地球科学领域、工程与

材料科学领域、信息科学领域、管理科学领域储备的

青年科技人才较多,人才储备优势比较明显.
近五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医

科大学等高校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经费数或

项目数都排在江苏省的前列.而且苏州大学、南京

医科大学一直都保持在全国前２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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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共 资 助 了

１９９８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共获得

１９５项,每年获得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一

直排名全国第三,位于北京和上海之后.
表３列出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每年获资助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信
息科学部获３６项,占获资助总数的１８．４６％;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获３５项,占获资助总数的１７．９５％;
化学科学部获３４项,占获资助总数的１７．４４％(表

３).江苏省在信息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化学

科学部获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之和已超过

获资助总数的一半.
通过对比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资助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
江苏省在地球科学部获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数量一直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这说明江

苏省在地球科学领域储备了较多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较好成绩的优秀学术骨干.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单位分布情况为:南京大学５０项,苏州大学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各科学部分布情况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项)

学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合计

数理科学部 ４ ７ ３ ３ ４ ２１
化学科学部 ３ ７ １１ ５ ８ ３４
生命科学部 ３ ５ ４ ５ ３ ２０
地球科学部 ５ ６ １ ８ ２ ２２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９ ７ ７ ５ ７ ３５
信息科学部 ８ ９ ７ ６ ６ ３６
管理科学部 ２ ０ ０ ２ １ ５
医学科学部 ４ ４ ４ ６ ４ ２２

合计 ３８ ４５ ３７ ４０ ３５ １９５

２７项,东南大学１９项,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９项,南

京农业大学８项,江南大学８项,南京理工大学７
项,南京医科大学７项,南京工业大学６项,南京邮

电大学５项,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５项,中科院土壤

所４项,河海大学４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４项,
等等.

(５)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了

９９０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共获得

７８项,每年获得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

一直排名全国第三,位于北京和上海之后.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得

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的数量达到１６项,占全部获批项目的２０．５１％;在
地球科学部、信息科学部各获１２项,分别占全部获

批项目的１５．３８％.在这三个学部获资助的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较多,已超过获资助总数的

一半.
通过对比江苏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获资助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各科学部的分布情况可以发

现,江苏省在地球科学部获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数量基本都是位居全国第二.这说明江

苏省在地球科学领域有较多优秀学术带头人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单位分布情况为:南京大学１７项,东南

大学１１项,苏州大学６项,南京农业大学５项,中科

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４项,南京工业

大学４项,南京师范大学４项,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３项,等等.
(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类)

资助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了

３５３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类),
资助经费２３．９６２３１９亿元.江苏省获资助３７项,占
全国总资助数的１０．４８％;获资助经费２．６１５０７５亿

元,占全国总资助经费的１０．９１％.
江苏省在信息科学部获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自由申请类)达１２项,占全部获批项目近

１/３;在化学科学部获批８项,占江苏省获批项目数

的２１．６２％;在数理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各获

６项,分别占全部获批项目的１６．２２％;在生命科学

部没能获得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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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获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

申请类)数量都超过２项.

３　分析和建议

３．１　获资助项目数和经费数逐年增加,但竞争形势

严峻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在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类)这六大项目类型上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项目数和经费数逐年增加.江苏省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和经费数每年都稳定排在全

国第三位,位于北京和上海之后.这表明江苏省的

基础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但

通过对比分析,有一些情况应引起广大科研工作者

和科研管理工作者的重视.
首先,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获批面上项目

的比例偏低.虽然近五年江苏省申报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的申报数、资助数和资助经费均超过上海,但江

苏省所获资助的面上项目的数量和资助经费却一直

排在上海之后.这说明与上海相比,江苏省获得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成功申请到面上项目的比

例,即“青年转面上”的比例还是偏低.
其次,江苏省承担重大重点项目的能力较弱.

高校是每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和

经费最多的依托单位.根据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cuaa．net)发布的中国各地区大学综合竞争力排行

榜,江苏省一直超过上海市排名第二,但江苏省所有

获资助的项目类型的资助经费总数一直在上海之后

位列第三.这说明与上海相比,江苏省获得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等重大重点类型项目的数量和经费都偏少,
江苏省承担重大重点项目的能力比上海弱.

最后,地区差距逐渐缩小.这些年,各地区高度

重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２０１３
年,排名全国第四的广东省与第三的江苏省在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方面的差距是６．４亿余

元.但在２０１７年,还是排名全国第四的广东省和第

三的江苏省,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方

面的差距已缩减至３．１亿余元,地区差距进一步

缩小.
针对上述问题,江苏省要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在

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力量的同时,大力扶持新兴学科

和交叉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都会选择一些

特定研究领域予以优先资助,江苏省可以根据予以

优先资助的特定研究领域出台新的、符合自身发展

特点的基础研究能力提升政策.保持优势、补齐短

板、提高项目层次,才能够在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的数量和经费上取得更大提升.

３．２　部属高校成绩显著,省属高校提升较快,但区

域和学科发展不平衡

　　江苏省每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主力

军是各级各类高校.江苏省有９所部属高校:南京

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这９所部属高校每年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都在１００项以上,获资助的经

费数占到了江苏省的一半.而以苏州大学、南京医

科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通大学、南京邮电大

学、江苏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省属高校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间获资助的项目数和经费数提升较快.部属高校

和省属高校获资助的项目数和经费数都得到了较大

提升,形成了良好的竞争局面.不过,获得资助项目

和经费比较多的高校基本都集中在沿长江的苏南地

区,苏北地区高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

目和经费较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严重.
同时,江苏省在生命科学领域、地球科学领域、

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信息科学领域具备较好的基

础科学研究能力,而在其他科学领域基础科学研究

能力稍显薄弱,学科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江苏省

要加强高校间的协同研究,加强不同特色高校间的

合作,取长补短、强强联合,创造交叉学科研究的新

兴增长点.

３．３　创新人才引进、培养的机制体制,大力培育科

研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申报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的申报数、资助数和资助经费均超过上海,但获得资

助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数却低于上海.江苏省在医学科学部、化
学科学部获得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比例要超过医学

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的全国资助水平.但江苏省在

医学科学部、化学科学部获得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比例,却低于医学科学部、化学科学部的全

国资助水平.这些情况都说明江苏省近五年引进的

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较多,青年科技人才储备情况较

好,但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引进和培养的高层次科研



　

　４１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领军人才偏少.
江苏省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科研管理

部门要创新机制体制,制定优秀青年人才特别是科

研领军人才的引进、培养和稳定的举措.同时,整合

各依托单位相同或相近的优势学科方向的资源,构
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的重点平

台,发挥重点平台集聚高层次人才的“马太效应”,不
断引进高层次人才,持续培养存量人才,从而达到培

养科研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目的.

３．４　以学科交叉融合为抓手,促进重大原始创新和

重大突破持续产生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强调:“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特
别是交叉学科的研究.”近年来,许多重大原始创新

和重大突破都源于学科交叉.学科交叉、融合也越

来越成为取得新突破的主要途径,科学的开放性和

全球性已成为当代科学的潮流[８].

２０１６年３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在全省教育工

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启动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

２０１６年６月,江苏省政府出台«江苏高水平大学建

设方案»时也提到:以学科为基础和龙头,引导和支

持高校汇聚优质资源推进跨院系、跨学科、跨专

业甚至跨学校交叉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被认为

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２０１７年９月,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２０１８年,国内高

校“双一流”建设大幕开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
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

均已公布各自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多所名校的

“双一流”建设方案,都不约而同地将“学科群”建设、
“交叉学科”建设列为重点建设领域.

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要紧紧抓住“双一

流”建设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发展契机,改革

科技评价机制,合理评价交叉研究各主体的贡献;创
新针对交叉研究的资助机制,增加资助交叉研究项

目的渠道和力度;推动优势学科的发展,把握未来发

展方向,超前布局新的学科增长点.

３．５　持续增加针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推动

基础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有机

结合

　　江苏省一直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每年

投入数十亿经费对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进行资助.江

苏省的资金扶持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金投入高

度契合,共同推动了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的快速发

展.这些措施对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的高水平发

展,发挥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在国务院刚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

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表示:支持北京、上海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加强北京怀

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

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领域竞争的重

要平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助于汇聚世界一流科学家,突
破一批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显著提升中

国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截至目前,江苏省既没有入选科技创新中心,也

没有城市入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江苏省要考虑

基础科学研究的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积
极组织牵头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要
顺应形势,提早布局,掌握战略主动,尽快出台相关

科技资助体系调整政策,持续增加针对基础科学研

究的财政投入,以抓住此次全国基础科学研究大发

展的机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各地方出台联合基

金项目资助特定学科领域的项目,比如,浙江省政府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２０１５年３月份设立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人民政府‘两化融

合’联合基金”,联合基金主要选择高端工业自动化、
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智慧城市、智慧海洋、智能

设计与制造、工业机器人、电子商务等“两化”深度融

合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吸引和集聚全国范围的科

学家开展基础科学研究[９].另外还有“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广东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

东联合基金”等等.因此,江苏省可以根据自身特色

和发展需求,推出联合基金项目,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共同资助全国范围的科学家开展自由探索和目标

导向有机结合的基础科学研究,以期研究思想、优秀

人才、科研成果为江苏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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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developmentofbasicscienceresearchinJiangsu:
CasestudyonNSFCfundprojectsinJiangsuprovincefrom２０１３to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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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OfficeofScientificR&D,Nanj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

２．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Nanjing２１１１０６;

３．DepartmentofScienceandTechnology,Nanjing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００２３;

４．AcademyofScience& Technology,ChangzhouUniversity,Changzhou２１３１６４)

Abstract　TheNSFCisoneofthemainchannelstosupportbasicresearchinChina．Basedonstatisticsand
analysisofthecasesoftherepresentativetypesofprojectsfundedbytheNSFCofJiangsuprovincefrom
２０１３to２０１７,wediscussedtheproblemsandshortcomingsofJiangsuprovinceinthemanagementworkof
theNSFCsprojects．WealsoputforwardsomesuggestionsforthepurposetoexploreeffectivewaystoenＧ
hancebasicscientificresearchinJiangsu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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