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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科研人员是推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国家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在科技进步与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型,学
科分异特征明显,科研成果和获得奖励资助偏低,决策参与度不高.这些问题的出现受社会文化、
科技发展、个人选择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为了推动女性科研人员更好地发挥作用,我国政府出台

相关政策,并在资助、奖励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为推动女性科研人员成长发展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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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

升,我国女性科研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推动科

技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尽管如此,科技领

域的性别差异依然存在.女性在科技领域人数偏

少,职位偏低的现象无论中外都十分普遍,被称为

“女性在科学中的缺席”现象[１].了解我国女性科研

人员的发展现状,分析其成长发展中的挑战和政策

演变,有利于充分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促进女性科

研人员成长发展,积极提升其在科技领域的作用.

１　我国女性科研人员的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促进

女性平等享受教育机会和参与科技活动方面取得了

巨大进步,大批女性科技人才活跃在科技工作的各

个领域,为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女性高层次科技人才数量偏

少,参与科技管理决策的女性科技人才比例偏低,女
性科研人员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１．１　总量及储备持续增加,增长速度高于男性

我国女性科研人员总量持续增长,储备迅速增

加.据统计,２０１６年我国 R&D人员总量为５８３．０７
万人,其中女性为１５４．５２万人,占 R&D人员总量

的２６．５０％.近年来,我国女性R&D人员总量持续

增长,在R&D人员总量中的比例也呈增长趋势(图

１).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６年间,我国女性R&D人员增长

了０．９６倍,高于男性 R&D 人员０．８０倍的增长

水平.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我国R&D人员总量及女性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科技人力资源是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

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

力资源,既包含实际从事科技活动(或科技职业)的
劳动力,也包含可能从事科技活动(或科技职业)的
劳动力,反映的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科技人力储备水

平和供给能力.根据«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

报告２０１４»[２],截至２０１４年我国有女性科技人力资

源３０８４．４万人,占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４０．４７％.
从增长情况看,女性科技人力资源的增长速度

已经超过科技人力资源整体增长速度,在科技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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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存量中比例持续提高.据统计,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我国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力资源的数量仅为１９人,
其中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在每万女性人口中的数量仅

为１０人;截至２０１４年,我国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力

资源数量达到５５７人,其中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在每

万人口中的数量达到２１７人,在每万女性人口中的

数量达到４４５人(图２).虽然女性科技人力资源数

量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科技人力资源整体增长速

度,但由于基数较小等原因,女性在科技人力资源总

量中的比例仍然略低于男性.

图２　１９７０—２０１４年每万人口中科技人力资源

及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发展变化趋势

来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４»

１．２　层次结构呈“金字塔”型,学科分异特征明显

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层次结构呈现“金字塔”型,
高层次女性科研人员占比低,女性顶尖科学家数量

远远少于男性.从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和教师整体

情况来看,２０１６年我国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中女

性毕业生比例分别为５３．３０％、５２．９５％、３９．１５％,
呈现随学历升高女性比例降低的“金字塔”型分布;
高等教育教师层次结构“金字塔”型分布更为明显,
专任教师、硕士导师、博士导师中女性比例分别为

４９．３１％、３４．６６％和１６．５６％(表１).从女性科技人

力资源的结构看,在３０８４．４万女性科技人力资源

中,专科层次人数最多,约为１６７２．９万人,占总数的

５３．９％;其次为本科层次,约为１２３１．３万人,占总数

的３９．７％;硕士层次有１７９．２万人,比例为５．８％;
博士层次１９．３万人,比例为０．６％(图３).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是我国

从事基础研究的核心队伍,其性别分布也可以从一

个侧面反映我国科研人员的性别差异.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女性获得资助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
随着项目层次与难度提高,女性获得资助的比例明

显降低.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７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

上项目和重点项目女性获资助平均比例分别为

４１．０７％、２３．３６％和１０．４７％,各年情况与上述基本

相同(表２).高层次女性科研人员占比低,还体现

在院士、有关人才计划等女性比例偏低.根据最新

数据,两院院士中女性为１２８人,占院士总人数的

４．９５％[３].自实施“千人计划”以来,女性入选者仅占

总人数的８．６％.“长江学者”中,女性占３．９％[４].

２０１２年“９７３”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女性比例为８．４３％,

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１０年间平均比例为４．４８％[５].

表１　我国女性毕业生和女性高等教育

教师数量及占比情况(２０１６年)

博士 硕士 本科

毕业生数(人) ５５０１１ ５０８９２７ ３７４３６８０

女性毕业生数(人) ２１５３５ ２６９５０２ １９９５３４５

女性毕业生占比(％) ３９．１５ ５２．９５ ５３．３０

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专任教师

总数(人) １８６７７ ２８９１２７ １６２７１８２

女性人数(人) ３０９３ １００２００ ８０２２９８

女性占比(％) １６．５６ ３４．６６ ４９．３１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图３　截至２０１４年我国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学历结构

来源:«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４»

女性科研人员在不同学科中的分布情况也不尽

相同.对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女性获奖情况进行统计发现,从获

奖领域来看,女性获奖者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医药

卫生和农牧渔业等领域[５].明显的学科分异特征还

体现在女性在学会中的分布情况.对全国学会个人

会员情况进行统计发现,２０１６年全国学会女性会员

比例为２１．０９％,医科学会、农科学会女性会员占比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理科学会稍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工科学会中女性会员比例最低,低于全国学会

整体水平近９个百分点(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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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女性获资助情况

青年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重点项目

资助项目总数 女性资助占比(％) 资助项目总数 女性资助占比(％) 资助项目总数 女性资助占比(％)

２０１１ １３１４６ ４２．８０ １５３２９ ２０．８１ ４９７ ７．６５

２０１２ １４０２２ ４１．２８ １６８９１ ２２．１０ ５３８ ８．９２

２０１３ １５３６７ ４０．５１ １６１９４ ２３．１７ ５６４ ９．２２

２０１４ １６４２１ ４０．８７ １５０００ ２４．５２ ６０５ １０．９１
２０１５ １６１５５ ４０．８１ １６７０９ ２３．７５ ６２５ １０．８８

２０１６ １６１１２ ４０．８２ １６９３４ ２４．４１ ６１２ １２．０９

２０１７ １７５２３ ４０．７６ １８１３６ ２４．５３ ６６７ １２．５９
均值 １５５３５ ４１．０７ １６４５６ ２３．３６ ５８７ １０．４７

　　数据来源: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年度报告,http://www．nsfc．gov．cn/csc/２０３４５/２０２９０/index．html

表３　全国学会个人会员及女性会员构成情况(２０１６年)

学会
学会个人

会员(人)
女性会员

(人)
女性会员

占比(％)

全国学会合计　　 ４９１６１２６ １０３６９４９ ２１．０９
全国理科学会小计 ８６４２０４ ２０１０３１ ２３．２６
全国工科学会小计 １８６８２２８ ２４９１９１ １３．３４
全国农科学会小计 ５７３７８４ １４１８４７ ２４．７２
全国医科学会小计 １３４２５７２ ３６１５３２ ２６．９３
全国其他学会小计 ２６７３３８ ８３３４８ ３１．１８

　　注:其他学会主要是交叉学科学会,未分析其学科特征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 协会 研究会统计年

鉴２０１６»

１．３　科研成果较男性偏少,获得奖励仍然不多

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曾经研究发现女性科学家身

上存在的“科研产出之谜”(theproductivitypuzzle),即
女性科学家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仅是同年龄组男科

学家的约一半到三分之二[６].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

我国女性科研人员身上.有学者对我国部分男女科

技人员的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女性在低产者中

所占比重较大,２６．１％的女科研人员无科研成果发

表,高于男性的１８．０％.同时,女性在刊物上发表

论文的困难比男性大,其成果也较少被引用[７].

２０１３年中国科协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科技工

作者状况调查发现[８],无论是发表成果的人员比例

还是发表成果数量,女性均低于与男性.调查数据

显示,近三年４１．８％的女性科研人员在学术期刊发

表过学术论文,低于男性科研人员４５．２％的水平,
且在发表学术论文的科研人员中,女性科研人员平

均发表科研论文数量为４．１３篇,低于男性科研人员

４．６７篇的水平;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平均

数量,女性科研人员为１．７１篇,低于男性１．８５篇的

平均水平;近三年出版专著情况类似,１５．９％的女性

科研人员出版过著作,低于男性１６．７％的水平,在
出版著作的科研人员中,女性平均出版数量(１．５７
部)低于男性(１．６２部);近三年获得专利的科研人

员中,女性科研人员平均获得专利数量为２．２５件,
低于男性科研人员２．５２件的水平(表４).

女性科研人员获得科技奖励情况也不容乐观.
我国专门为女性科研人员设立的奖项并不多,重要

奖项中女性获奖比例也很低.如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２５位获奖人中没有一位是女

性.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国家科技奖三大奖(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女性为第一完成人的项目在三大奖中所占比例

约为６．６８％[５].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主要完成人中,女性比例为１１．４６％,且项目由

女性主持的更少[５].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女性获

奖主要集中在二等奖.２０１３年中国科协组织开展

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发现[８],近三年只

有１３．４％的女性科研人员从事科技工作获得奖励,
低于男性２０％的比例,且平均获得奖励数量(１７８
项)较男性(１．８８项)也比较低.

１．４　在科技创新中做出积极贡献,决策参与度不高

女性科研人员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中不可或

缺的力量,一些优秀的女性科学家在推动科技进步

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２０１５年我国科学家屠

呦呦凭借“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

项的中国人.目前已举办２０届的世界杰出女科学

家成就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欧莱雅集团

１９９８年共同创立的旨在表彰女科学家的杰出成就

的奖项,每年选出５位.我国已有李方华、叶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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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咏华、谢毅、陈化兰、张弥曼６位女科学获此殊荣.
表４　科技工作者科研成果情况(２０１３年)

学术期刊论文 国际会议论文 出版专著 获得专利

比例(％) 均值 比例(％) 均值 比例(％) 均值 比例(％) 均值

女性 ４１．８ ４．１３ ６．１ １．７１ １５．９ １．５７ ９．８ ２．２５

男性 ４５．２ ４．６７ ９　 １．８５ １６．７ １．６２ １７．３ ２．５２

　　注:表中“比例(％)”表示某一性别被调查对象中有该类成果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均值”表示有该类成果被调查对象的

成果平均数量.
数据来源:«第三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２０１３)»

表５　全国学会理事会理事及女性理事人员构成情况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６年

理事会总人数 女性理事人数 女性占比(％) 理事会总人数 女性理事人数 女性占比(％)

理科 ５２７２ 　４８５ ９．２０ ５６１６ 　６００ １０．６８

工科 １０７７２ ８４８ ７．８７ １５６１８ １５７８ １０．１０

农科 ２３３０ ２１６ ９．２７ ２５６３ ２４３ ９．４８

医科 ３６５８ ８３２ ２２．７４ ４２８９ １２１４ ２８．３０

交叉学科 ４８３４ ６３８ １３．２０ ４９３０ ７９８ １６．１９

合计 ２６８６６ ３０１９ １１．２４ ３３０１６ ４４３３ １３．４３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 协会 研究会统计年鉴２０１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 协会 研究会统计年鉴２０１６»

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我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卓越贡

献和成就.

尽管如此,女性科研人员在同样岗位上担当着

与男性同样的工作职责,在科技活动决策过程中的

话语权却不够充分.数据显示,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７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议专家中女性比例上升了

４５％,达到１３．３％,尽管这一比例高于１９８６年至

２００９年６％左右的水平,但仍然很低[９].根据中国

科协统计,近年来全国学会理事会中女性理事人数

有所增多,但占理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依然不高,２０１１
年为１１．２４％,２０１６年为１３．４３％,远远低于学会理

事中的男性任职比例(表５).

联合国调查研究表明,如果某一群体比例低于

３０％,这一群体就缺乏决策权[１０],因此倡导在各级

决策层中女性比例不低于３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上,联合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进一步提出,到２０３０年任何决策层里女性要

达到５０％的目标[１２].２０１２年欧盟委员会也曾提出

草案,规定公司监事会中女性席位应达到４０％[１３].

与之相比,我国女性占比情况与联合国或欧盟等倡

导的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与其他国家科学界的女

性参与决策管理层的比例差距也很大.

２　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分析

　　女性科研人员职业发展不尽如人意,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了解女性科研人员发展中不同

因素的影响与挑战,有利于提出促进女性科研人员

职业成长和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
２．１　社会文化与社会角色

尽管中国社会早已进入倡导两性平等的现代社

会,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依然影响女性的

社会角色.现代女性被赋予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角色

期待,使女性长期处于这种角色带来的矛盾与冲突

之中[１１].女性在生理上的特性使其不得不承担生

育的责任,从而形成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
自２０１３年起,我国逐步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

二孩”政策的实施,生育政策的调整在国家与社会层

面上积极应对了人口结构失衡与老龄化的危机,在
家庭层面上释放了积攒多年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

求,但在生育主体层面上使得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

庭责任,不可避免地强化了生育责任对女性职业发

展的不利影响[１４].
与此同时,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在养育子女、照顾

老人和其他家务方面也承担了较多的责任.调查数

据印证了这一事实.如在参与调查的已婚科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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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做大部分家务的男性和女性比例分别为

６％和３０％;分别为２％的女性科研人员和１８％的男

性科研人员说,大部分家务是由配偶做的[９].更重

要的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改变工作地点以促进职业

发展的可能性较小.有学者探究了为什么２０１１年

只有１１．４％的来自德国研究项目的资金接受者是

女性,并得出结论认为,由于婚姻和家庭原因,女性

的“流动成本”要比男性高得多[９].目前,我国许多

大学都采取了“非升即走”的政策.这意味着,科研

人员只有在六年试用期结束时通过评估,才能获得

长期职位,而这个时期往往与女性养育子女阶段相

吻合[９].

２．２　科技发展及其体制机制

科技体制本身的因素既包括科研管理体制和重

大科技决策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与盲视,也包括自近

代科技发展以来在总体上呈现出的父权文化特征.
这种特征将男性与科学思维、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之间形成关联,使得科技事业的主体被刻画成男性

特征形象,从而系统性地将女性排斥在科技之外[１].
传统性别观念和文化在科学领域以性别角色期待、
性别角色扮演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形式表现出科学性

别的差异,造成科学性别化和女性在科技的边缘地

位,对女性涉足科技领域产生了不利影响[１５].这些

影响体现在现实中主要是制度设计层面对女性的倾

斜性政策不足和科技决策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已有研究发现,职场上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依

然存在.如２０１５年的一项调查发现,８７％的女大学

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性别歧视[９].以科学家为对

象的调查也发现了影响女性职业生涯的偏见和负

担:超过２０％的男性和约１０％的女性同意这样的说

法“男性的成功是由他的职业来衡量,而女性的成功

是由她的家庭来衡量”和“男性是更好的项目领导

者”[９].这些偏见体现在现实中包括女性在科学生

涯的每个阶段中晋升人数更少.

２．３　个人意愿与价值偏好

个人意愿与价值偏好是造成女性在学历层次向

上竞争的过程中选择退出的因素之一.近年来,女
性在研究生中的比例增长迅速,在新增硕士层次科

技人力资源中的比例几乎保持着每６至８年提高１０
个百分点的速度;但博士层次女性科技人力资源的

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硕士层次.从硕士和博士层次女

性科技人力资源增长速度的反差来看,影响博士层

次女性科技人力资源增长的因素可能已经不在录取

环节,而是女性是否有足够的意愿选择攻读博士学

位.已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女性进入科技岗位后,
从事科技活动的目标定位随年龄升高追求“高目标”
的比例下降,且与男性差距逐渐加大[１７].这种个人

价值偏好选择,影响了女性进入科技领域和在科技

领域工作长久的热情与努力程度,从而影响女性参

与科技活动的效果与水平.

３　我国促进女性科研人员发展的政策措施

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某种目标而提出具有一定

时效性的规范和措施.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与

方案既可以在满足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前提下更

好地配置政府资源,也能提升政府的执政效能,提高

政策实施的准确性和规范性[１８].为了促进女性科

研人员职业发展,推动女性参与科技活动,我国在女

性科技人才培养、资助、奖励等方面出台多项政策,
致力于通过政策支持促进女性科研人员职业成长,
扩大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就业和发展机会.

３．１国家层面提供政策保障

我国政府通过出台政策文件鼓励女性进入科技

领域并发挥作用.２０１０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为促进科技领域女性人

才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４].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明确指出,加
大女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科技人才政

策,探索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女性科技人才培养体

系.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研项目和重大工

程建设项目,聚集、培养女性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

才.中组部和人社部提出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

技术人员退休与男性同龄,即延长到６０岁.科技部

和全国妇联共同颁布了«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

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增加女性科技人才储备、扩大

科技领域女性就业机会和促进女性高层次科技人才

发展等有关政策措施[４].教育部将“女性高层次人

才成长规律和发展对策研究”列入社会科学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１９].中国科协指导全国学会成立女性

科技团体,并要求采取措施增加科协所属各全国学

会领导层中的女性比例[１９].上述政策的颁布实施,
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女性科研人员的关注,对于在

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制度环境、
引导和促进全社会重视女性科技人才发展、提升女

性投身科技事业的意愿和能力有着显著的积极

影响.

３．２　科研资助方面的政策支持

科研资助是支持女性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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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支撑条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基金委)作为我国影响力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在
女性科研人员成长发展政策支持方面进行了诸多有

益探索.从２０１０年开始,基金委在充分听取相关部

门建议、广泛借鉴国际相关经验和系统评估国内现

实需求的基础上,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女性科学家成

长发展的政策[２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２０１０年度

的评审工作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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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针对评审过程的建议性指导原则.

２０１１年开始实施三项明确支持女性科研人员的政策:
(１)放宽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到４０岁(男性

年龄限制依然是３５岁);(２)进一步明确女性可以因

生育而延长在研项目结题时间的政策;(３)逐步增加

专家评审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４、２０].上述３项措施

实施后,女性科研人员在申报项目方面直接受益.
据统计,在基金委集中出台支持女性科学家政

策的２０１１年,青年基金女性申请和受资助的情况有

了一次“跳跃式”发展.与２０１０年相比,青年基金的

女性申请人数量从１３２４４人上升到２５６９４人(其中

约三分之一的人年龄在３６—４０岁之间),增长率为

９４％(同期男性申请人数量增长率为２３％),女性申

请人占比从３６％上涨到４７％;女性受资助者人数从

２７２７人上升到５６２７人,增长率为１０６％(同期男性

受资助者数量增长率为３３％),女性受资助者占比

则从３３％上升到４３％[２０].在政策支持下,２０１１年

起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和受资助情况一直保持在较高

水平.２０１２年,新设立“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时,也考虑到了对女性的支持,将女性科研人员申请

年龄上限设为未满４０岁(男性为未满３８岁)[２０].
通过修改年龄限制支持女性科研人员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支持女性获得资助的一种新方式.
除此之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充分考虑女性生

理生育等特点制定政策,也得到了科研人员的普遍

认可.超过四分之三的科研人员认为这项政策有利

于女性科研人员成长,６４％的科研人员认为此项政

策有利于所在学科发展[２０].同时,针对“逐步增加

专家评审组中的女性成员人数”的调查也发现,超过

一半科研人员认为这对于女性科研人员成长和所在

学科发展有积极作用[２０].
３．３　科研奖励方面的政策支持

科研奖励能够认可女性科研人员科研能力和学

术地位,促使女性科研人员获得更多的学习和学术

交流机会.科研奖励虽然获奖人数不多,但其示范

作用和榜样力量对于鼓励青年女性投身科研事业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专门为女性科研人员设立的奖项不

多,主要有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未来女科学家计

划.创立于２００４年的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是欧莱

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投身于科学的女性”计划

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

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和欧莱雅

(中国)合作创立.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目的在于

优化女科技工作者的成长环境,鼓励支持更多年轻女

性投身科研事业.该奖项设立１４年来,共有来自全

国２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１２４
位女性获得此项殊荣,极大激励了女性科技人才投身

科研事业的决心和热情.２０１０年,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候选人年龄从４０周岁放宽到４５周岁[４].

２０１５年中国科协设立未来女科学家计划,是欧

莱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最具潜力女

科学家奖”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未来女科学家计

划”作为“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后备军,也在为中

国的科学事业不断输送新鲜血液.“未来女科学家

计划”设立四年来,共评选出１８位处于博士及博士

后阶段的女性科研人员,并择优推荐入选者作为“世
界最具潜力女科学家奖”中国区域候选人[２１].这项

科研奖励的认可大大提高了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

性,也成为女性科技工作者申报科研项目参与科研

工作的有利条件.
科研奖励中年龄限制的调整也体现了对于女性

科研人员的关注和支持.中国青年科技奖是１９８７
年由中国科协提出设立(当时称为青年科技奖,１９９４
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是为了识别选拔一批进

入世界科技前沿的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而设立

的国家级青年奖项,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共同设立并组织实施,每２年评

选一次,每届获奖者不超过１００人.２０１０年修订的

«中国青年科技奖条例»将女性候选人年龄由４０岁

放宽到４５岁(比男性延长５岁).尽管中国青年科

技奖不是为女性科研人员设立的专门奖项,但该奖

项通过修订政策条款,充分体现了对女性科研奖励

的倾斜与劫持.受这一政策变化影响,２０１１年第１２
届获奖者中女性人数增加到２８人,比２００９年第１１
届女性获奖者人数增加了１３人,之后也一直维持在

较高水平.

４　结　语

女性科研人员是推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是国家科技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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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国女性科研人员的发展情况及其问题,有利

于充分发挥女性科研人员作用,推动科技进步和经

济社会发展.尽管我国女性科研人员发展受到社会

文化、科技发展、个人选择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国

家已经通过多种方式给予政策支持营造良好环境.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青年科技奖、青年女科学

家奖等政策出台与调试,对于促进和激励女性科研

人员成长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为积极回应社会

与科学发展需求,未来应进一步通过文化政策等手

段消除对女性科研人员的性别盲视和偏见,促使女

性在科技领域持续发挥作用.同时,推动社会各方

面共同努力,支持女性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并

提供相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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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ofwomenscientistsinChinaanditssupportingpolicy

HuangYuanxi ZhaoLinjia
(NationalAcademyofInnovationStrategy,ChinaAssociationfor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３８)

Abstract　Womenscientistsareimportantforcesinpromoting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progress,andthe
majorpartofthecountrysscienceandtechnologytalent．Atpresent,womenscientistsinChinaplayan
importantroleinthefieldofscienceandtechnology．Therearesomeproblemsaswell,suchasthe
pyramidalhierarchicalstructureofwomentalents,itsobviousdisciplinedifferentiation,fewerscientific
researchoutput,rewardsandfundingforwomen,andtheirlowlevelofparticipationinscientificdecisionＧ
making．Theseproblemsareinfluencedbythesocialandculturalenvironmen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ofthecountry,femalesubjectivevaluepriorityandsoon．Inordertopromotetheroleof
womenscientists,theChinesegovernmenthas madegreatefforts,includingintroductionofrelevant
policiesonfundingandre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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