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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
管理科学部在２０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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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

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代２４字工作方针

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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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专家评审组在评审工作

的宏观引导作用,遵守评审工作纪律,顺利地完成

各项评审工作任务.

１　２０１８年度评审资助工作要点

(１)确 保 通 讯 评 审 质 量.认 真 落 实 基 金 委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结合计算

机辅助指派系统,准确选择通讯评审专家,遴选专家

既考虑其学术水平,也考虑其在以往评审工作中的

信誉,不断更新选择和补充在科研一线工作、年轻的

科研人员作为评审专家,继续吸纳海外优秀华人

专家.
(２)坚持社科基金查重.按照«２０１８年度项目

指南»中关于自然科学基金与社会科学基金关系方

面所作规定,社科查重主要核查２０１８年申请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仍有社科基金在研项目

(２０１３年以来)和２０１８年同时申请了社科基金项目

的项目申请.根据«项目指南»规定,这两类均属于

违规的申请项目,即使同行评议结果好,也不能予以

资助.
(３)坚持“绩效挂钩”的原则.管理科学部已连

续２０年对结题一年后的项目进行全面的绩效评估

(简称“后评估”).后评估的结果由各科学处反映在

“学科综合意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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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项目相似度检查.今年通过全委“项

目相似度检测系统”,对所有申请项目进行了相似

度检查,管理科学部申请项目中通过检测系统筛选

出整体相似度＞３０％或研究方案、特色创新相似

度＞３０％的项目作为高相似度进行甄别.高相似

度申请分为四种类型:其一,今年的不同申请人申

请书相似的;其二,今年的申请人与往年未批项目

的不同申请人申请书相似的;其三,今年的申请人

与往年已批项目的不同申请人申请书相似的;其
四,同一申请人与其往年已批项目的申请书相似

的.依据２０１８年«项目指南»中“特殊说明”的有

关规定: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类

型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同科学部申请;不得将内

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

请;不得将以获资助项目,向同一科学部或不同科

学部提出重复资助申请.学部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努 力 做 到 认 真 核 实,细 致 分 析,统 一 尺 度,严 格

管理.
基金委监督委员会重点对本年度申请项目之

间、本年度申请项目与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度已获资助项

目之间相似度＞＝８０％的申请项目进行独立审查,
对涉嫌科研不端行为的高相似度申请项目,启动调

查程序.经查证为抄袭剽窃或重复申请等科研不端

行为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５)强化检查代表作标注信息.今年学部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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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代表作核查有问题的项目类型及学科分布

重点 面上 地区 青年 杰青 优青 重点国合 合计

管理科学与工程(G０１) ２ １２ ３ ６ ２３
工商管理(G０２) ２ １ ３
经济科学(G０３) ６ ２ ８
宏观管理与政策(G０４) １ ５ ２ ９ １７
综合处 １ ３ １ ５
合计 ３ ２５ ５ １８ １ ３ １ ５６

进入答辩环节的重点项目申请者、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以下

简称优青)申请者、进入会议评审环节的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项目)以及部分面上项目申请

者的代表作论著(以下简称代表作)标注信息进行了

检查,发现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１)申请者本

人并非第一作者,但是在申请书代表作信息中将自

己列为第一作者;(２)申请者本人并非通讯作者,但
是在申请书代表作信息中将自己列为通讯作者;
(３)将已发表的论文更换杂志名称作为代表作列在

申请书中;(４)将已公开发表的代表作的作者随意

删减(如将申请者的排序提前等).经核查发现５４
个项目存在问题,其分布情况如表１.

由表 １ 可知,在各学科中,管理 科 学 与 工 程

(G０１)是代表作核查发现问题较多的学科领域,共

２３项;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发现问题较

多的项目类型,分别为２５项和１８项;重点项目、杰
青项目、优青项目和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等关注度高的项目类型也有少量代表作存在问题.
科学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基金发展面临的很大挑

战,学部高度重视代表作标注工作,对标注情况认真

核实,仔细分析,通过学部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对这

些标注不规范的上会项目予以特别标注.学部希望

通过这项工作保障管理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２　申请、不予受理项目与复审处理结果

２．１　管理科学部项目申请总体情况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集中接受申请项目总项数

为１０５２９项,申请总量比２０１７年的９４２９项增加了

１１００项,增幅１１．６７％.其中面上项目、青年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合计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１．７０％.

２．２　不予受理与复审情况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计划局下达的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项目申请初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的要求,各科学处高度重视初审工作,严格把握

初审标准,提高初审质量,免错判、漏判.不予受理

项目主要分为三类:(１)不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条规定

的;(２)不符合“项目指南”各项具体规定的;(３)不

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项目管理办法中限项申请

规定的.以上情形之外的,不得作为不予受理的

依据.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不予受理率为２．４１％,比

２０１７年的１．６３％比率略有上升.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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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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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０％.
初审后,根据«条例»规定,管理科学部受理了

３５项要求复审的项目,各科学处对复审项目再次严

格审核.按照我委对复审的规定与意见,其中２项

重新发出了同行评议,但是没有１项达到会议评审

要求.其余的一律维持原初审意见,不予受理.

３　项目资助情况

３．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

　　(１)面上项目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面上申请项目为４５１９项,
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０．９８％.按照计划局提出的“适度

控制资助规模、逐步提高强度”的资助政策,以及管

理科学部资助率和资助强度长期偏低、且资助率过

低的矛盾尤为突出的实际情况,面上项目重点着眼

于提高资助强度,在资助期４年情况下,经计划局批

准提出资助指标８０３项,全部按计划执行,平均资助

强度为４８．０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７．７７％.
(２)青年项目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青年项目申请数为４５７５
项,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０．８６％.按照计划局提出的

“稳定资助强度,增加资助项数”的资助政策,以及管

理科学部青年基金近年来快速增长、资助率长期偏低

的实际情况,经计划局批准提出资助指标为８５５项,
平均资助强度为１８．４９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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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申请项目为

９３８项,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９．９５％.计划局批准资助

指标为１４５项,平均资助强度为２８．１０万元/项,资
助率为１５．４６％.

地区科学基金今年申请量较去年有大幅度提

高,增加了１９．９５％,资助率为１５．４６％,比２０１７年

度有所降低.学部特别强调对科技人才更为缺乏的

民族自治地区要保持一定的资助比例,在建议资助

的１４５个项目中有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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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５项,其中延边大学２项,
吉首大学２项,湖北民族学院１项;有回族、满族、蒙
古族、朝鲜族、纳西族、壮族等６个民族的１０位少数

民族申请者获得了资助.
部分地区科研机构的申请者申报了非地区科学

基金,申请量及资助情况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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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比

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１５．６７％.从资助情况来分析,总资助量

比２０１７年增加了１０项,但平均资助率仅为９．３５％,远

低于学部平均资助率以及地区项目的资助率.
(４)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

概述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数经历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的快速增长、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保持相对稳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的 阶 跃 式 发 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申请量出现大幅度下降,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稳步增长的发展历程.由图１所示,在２００１年至

２００６年的６年间,管理科学部收到面上、青年、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由１４７３项增长到４２４０项,平均

每年增长４６１项.由于学部采取与社科基金查重的

举措以及管理科学部长期过度偏低的资助率等原

因,在２００６年之后的两年管理科学部项目申请数逐

渐趋于稳定,但２００９年开始跃至５１７０项,随后的三

年里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到２０１２年提高到

８７４３项.２０１３年起,基金委实施了面上项目连续

申报两年停报一年的限项政策,申请量下降到８２２３
项,比２０１２年降低了６．３０％,２０１４年进一步下降到

７１７５项.２０１５年申请量逐渐上升,增加到７４８４
项,２０１８年申请量增加到１００３２项,比２０１７年增加

１１．７％.

表２　地区科研机构申报非地区项目资助状况表

项目类型
申请量 资助量 资助率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备注

面上项目 ９４ １１１ ９ １０ ９．５７％ ９．０１％
青年项目 １６７ １９３ １０ １８ ５．９９％ ９．３３％
其他项目 ７ ６ ０ １ ０ １６．６７％

合计 ２６８ ３１０ １９ ２９ ７．０９％ ９．３５％

申请杰青１项、优
青 １ 项、重 点 ４
项,获得资助重点

项目１项

图１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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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项目资助数与资助率(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图３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项目资助金额与资助强度(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５)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总体情

况概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间,管理科学部共资助面上、青
年和地区基金项目１７０９５项,其中面上项目９０８１
项、青年项目６８３６项和地区项目１１７８项.

三类项目共资助经费５１９５９０．１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达到３０．３９万元/项,平均资助率为１６．９７％.
这一期间项目资助数量、资助金额和平均资助强度

稳步增加.如图２和图３所示,管理科学部对面上、
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数量由２００１年的

１９９项/年增加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８０３项/年,资助总金

额也 由 ２００１ 年 的 ２４７３ 万 元 增 加 到 ２０１８ 年 的

５８４２６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２．４３万

元/项增加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２．４０万元/项.但是值得

注意的是,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的平均资助率一直在１３％—２０％左右的较低水

平上徘徊.
(６)项目申请人和主持人的年龄结构

在管理科学部受理的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申

请中,５６岁以上的申请者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并趋于

稳定,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３．５０％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０５％,
而３５岁以下的申请者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并趋于稳

定,已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６．０１％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９．２５％,
如图４所示.

在此背景下,管理科学部资助项目主持人的年

龄结构也相应呈现出越来越年轻化的特点.如图５
所示,在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中,主持人年龄在５１岁以上的项目比例不断

减少,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１．０２％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８．４３％.
而主持人年龄在４５岁以下的项目比例则不断增加,
由２００１年的６５．１３％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８４．４１％.其

中,主持人年龄在３５岁以下的项目比例增长最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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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项目申请人年龄结构分布图(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图５　项目主持人年龄结构分布图(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显,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０５％增加至２０１８年的４９．９７％.
值得注意的是,自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资

助各类项目的主持人年龄在３５岁以下的项目占比

均超过同一年份管理科学部受理的申请人年龄在

３５岁以下的项目比例,并且资助比例与申请比例之

差持续增加,２０１８年超过十个百分点,体现了我国

青年学者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和科学基金近年来向

青年学者资助的政策倾斜,如图６所示.
(７)资助项目研究队伍的成员结构

随着管理科学部项目资助规模不断扩大,通过

资助项目参与管理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数量不断增

加,从１９８６年的２４３人,增加至２０００年的１９１２人,

２０１８年更是增加至１５７１０人.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

间,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成员结

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图７所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间,共有超过１６万多人次科研

工作者参与了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项目研究.管理科

学部资助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些具备高级职称、中
级职称或者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博士后以及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组成.图７表明,高级职称的

图６　３５岁及以下项目主持人资助比例与

申请比例对比(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图７　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研究

队伍结构图(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科研工作者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中级职称

科研工作者所占的比例从２００８年起逐渐增加,可能

与高级职称的限项规定有关.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所

占比例较大,２００５年来一直在４０％以上,成为科研

工作的主力军.

３．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受理申请１３８项,
在«项目指南»公布的３２个领域中,平均每个领域申

请４．３１项.根据同行评议结果,推荐５７位申请者

到学科评审会答辩,重点项目的上会方案经学部办

公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分管委领导审批同意.
会议评审专家组在听取答辩的基础上,经讨论

和无记名投票,在２４个领域中建议资助重点项目

３４项,其中有１０个领域建议支持２项.有１０个领



　

　２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域未获得资助,其中管理统计理论与方法、运筹与管

理、战略管理、企业信息管理、经济发展与贸易、公共

管理、卫生管理与政策、区域发展管理等八个领域申

请人答辩未通过,信息系统与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等

两个领域的申请人未通过同行评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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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启动的第四年,本年度共收到２３３份申请书,研究

领域涉及管理、信息、医学、数理、生命、地球、工程与

材料等７个科学部,其中,集成项目１４项,重点支持

项目４７项,培育项目１６４项,滚动支持项目８项.
经程序性审查,共４份申请书因不符合申请规定而

不予受理.经过评审与答辩环节,评审专家组以无

记名投票方式,决定资助３项集成项目、５项重点支

持项目、８项培育项目和５项滚动支持项目.
管理科学部２０１８年度启动两项重大项目,分别

是“市场设计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和“新型城镇化导

向下的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管理理论与方法”.

３．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

合作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收到杰青基金申请１０９项.
比２０１７年９２项增加１７项.杰青项目的评审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与程序进行.管理科学部根据同行通

讯评议意见、杰青项目预审会专家意见,确定１１名

申请者到会答辩,通过管理科学部组织的专业评审

会和杰青项目专业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最终管理科

学部有７名申请者获得杰青资助.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收到候选创新研究群体申

报５个,经资格审查,全部为有效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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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收到优青基金申请１８９项,
比２０１７年的１８３项增加３．３％.经学部进行资格审

查,９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是缺少主持人博士后工

作简历并且没有填写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以及有在

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经过同行通讯评议结果

和预审会推荐,确定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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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充分的酝酿,以一次性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１４
位申请者获得资助.

２０１８年收到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

请２５项,其中２１项为海外学者合作研究基金,４项

为香港及澳门合作研究基金.经学部进行资格审

查,有６项不予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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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后,最终有７
个项目获得资助;本年度只有１位申请者申请延续,
但由于评审项目期间,该申请者身份发生了变化,不
具备该项目的申请条件,故本年度没有资助延续资

助项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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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受理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共

２１项,经资格审查,全部为有效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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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投入,以及合作研

究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根据同行通讯评审结

果,推荐了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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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科学部今年继续资助组织间国际(地区)合
作 NSFCＧCGIAR 多年期研究项目和 NSFCＧUNEP
多年期研究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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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FCＧCGIAR多年期

研究项目申请７项,其中１项因程序性审查不合格

而不予受理,其余６项经过同行评议,根据差额遴选

原则,推荐３项上会答辩,最终２项获资助;NSFCＧ
UN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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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项均获得资助.

３．６　应急管理项目

为了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

管理问题快速做出反应,及时为党和政府高层决策

提供科学分析和政策建议,基金委特别设立了管理

科学部应急管理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在已有相关

科学研究基础上,运用规范的科学方法进一步开展

关于国家宏观管理及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的重要和

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以及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实践

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应急管理项目每

年启动３—５期,资助若干方向的研究.

２０１８年管理科学部共启动了四期应急管理项

目,分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机制、制度

与政策支撑研究”、“促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研究”、“我国重大工程前期决策与高质

量发展研究”和“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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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

应急处置机制”.２０１７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并明确

指出“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２０１８年４月的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攻坚战”.为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快

速作出反应,设立应急管理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研究相关问题.
在基金委第八届一次全委会上,委党组提出要

准确把握新时代对科学基金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

和新挑战,直面深层次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提出适

应新时代的科学基金发展新思路.在科技部的统筹

协调和指导下,全面加强党对科学基金事业的领导,
全方位审视全球科学技术发展趋势,通过确立基于

科学问题属性的全新资助导向,建立以“讲信誉＋负

责任＋计贡献”为核心的公正高效分类评审机制,构
建符合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和结构、促进科学前沿和

国家需求相统一的学科布局,力争未来５至１０年,
建成理念先进、制度规范、独具特色的新时代科学基

金体系,为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

设的根基作出根本性贡献.为配合基金委的新任

务,特设应急管理项目,专门研究“新时代科学基金

运行与管理研究”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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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对未来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一些设想

管理科学部继续坚持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

向:“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

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并努力做好

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１)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

计和学科布局,研究学科支撑的“四梁八柱”;
(２)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优化科学基金

指南的形成机制;
(３)探索建立不同的学科属性的不同的分类评

价体系;
(４)面向科学前沿,积极鼓励开展原创性研究;
(５)面向既是科学前沿又是国家需求的重大科

学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６)与不同部门紧密合作,加强推动解决国家

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三大攻坚战等);
(７)根据管理科学的特点,积极探索对优势领

域和团队重点持续支持的新路(重大研究计划、科学

研究中心,智库,数据中心).

参 考 文 献

[１] 刘作仪,李一军,李若筠,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

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１１,

２５(１):５８—６３．

[２] 李若筠,高自友,李江涛．２０１７年度管理科学部基金评审工

作综述．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１７,３１(１):４１—４５．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Departmentof
ManagementSciencesin２０１８:anoverview

LiRuoyun LiJiangtao GaoZiyou YangLiexun
(DepartmentofManagement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封面.pdf
	1901中文ML.pdf
	1901英文ML.pdf
	ZW1901.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