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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在新时期提出建设完善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的

改革目标,确立了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

化学科布局三大重点改革任务.医学科学部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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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导向,坚

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

审原则,鼓励科研人员针对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系

统、原创的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和分

管委主任的领导下,在委内各部门和委外广大医学

专家的支持下,医学科学部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各类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管理办法,遵照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和«２０１８年

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等要求,注重自然科

学基金评审资助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规范性与政

策性,严明评审工作纪律、重视科研诚信规范,圆满

完成了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受

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项目总体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６４

１０３项(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根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条例»、«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 南»及 相 应 类 别 管 理 办 法 等 规 定,经 对 ６４

１０３申请项目审核,７６８项申请未通过初审;向未

通过初审的基金项目申请人发放了不予受理通

知后,有８４项申请项目负责人提出了复审请求,

经审查,其中５项(面上项目)原判有误,其余７９

项原不予受理决定均符合规定,予以维持;医学

科学部最终不予受理７６３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

请项目的 １．２％),正式受理项目６３３４０项.不

予受理主要原因包括: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

助范畴２６７项次(占不予受理原因的３５％);其次

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基本信

息表中人员姓名不一致１１１项次(占不予受理原

因的１４．５％),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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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项次(占
不予受理原因的１０％).５０项次以下的不予受

理原因依次为:在职研究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

无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未提供专家

推荐信或推荐信不符合要求;申请人或主要参与

者申请超项;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

致;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申请书缺页

或缺项;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申请人不具备

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等.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底,医学科学部共资助各类项目１０１１６项,资助

金额４８０７９４万元(直接经费,下同).

２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地区基金)申请合计６０３５６项,比２０１７年

(５２９９０项)增加７３６６项,增幅１３．９０％,占全委相

应类别申请总数(１９６５６４项)的３０．７１％.面上项

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申请、初审及受理情况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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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

申请、初审及受理情况

项目

类别

申请

项目数

不予

受理

项数

复评

项数

最终不

予受理

项数

最终

受理

项数

面上项目 ２６５５２ ２８３ ５ ２７８ ２６２７４
青年基金 ２７７９３ ２８２ ０ ２８２ ２７５１１
地区基金 ６０１１ １２９ ０ １２９ ５８８２

２．１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申请项目同行

评议会评情况

　　为了提高项目申请同行通讯评议质量,医学科

学部根据全委统一安排,２０１８年度继续试点开展面

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申请项目同行评议会

评,２１７位专家参加了评审,每个项目经三位以上专

家评审,９６５９项申请多数专家建议不资助,不再送

同行通讯评议.

２．２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同行通讯评审

情况

　　各科学处对受理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

金网上发送申请书、指派评审专家开展通讯评审,积
极推进使用通讯评审辅助指派工作,参与通讯评审

的专家达１４７０１人次,网上指派通讯评议１６１５６７
份,回函１６０１６４份,回函率达９９．１３％.网上评审

提高了评审效率,同时为向申请人全文反馈评议意

见打下了基础.

２．３　通讯评审的几点要求:
(１)准确选择通讯评审专家.选准评审专家是

做好基金项目通讯评审的关键,各科学处遴选专家

时既考虑其学术水平,也考虑其在以往评审工作中

的信誉,注意选择和补充科研一线的年轻人员作为

评审专家.在确保有效评审意见数量的同时,注意

提高通讯评审工作的质量.
(２)向通讯评审专家发送评审补充函,明确评

审要点和评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建议评审专家从

以下几方面对申请项目开展评审工作:(i)申请项目

的预期结果及其科学价值和意义;(ii)申请项目的

科学问题或假说是否明确,是否具有创新性;(iii)研

究内容、研究方案及所采用的技术路线是否能验证

所提出的科学问题或假说,可行性如何;(iv)从申请

人的研究经历、水平等方面评述其研究能力;是否具

备完成该项目的研究条件(材料、样本、设备、平台

等).医学科学部申请体系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融合,从科学问题出发,将所有“学科”的共性科学问

题放在了一个体系中,评议补充函中建议专家在评

审过程中注重把握资助政策,注意不同“学科”的均

衡、协调发展.
(３)控制每个专家评审的申请书数量.为减轻

评审专家的工作负担,保证评审质量,根据基金委的

要求,对通讯评审专家评审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申请书数量进行了严格限制,通讯评审专

家在同一学科评审的申请书数量最多１５份、自然科

学基金委范围内最多３０份;同时尽量避免一位专家

只评审少数申请书的情况.

２．４　通讯评审意见综合、评审会重点审议项目推荐

科学处根据通讯评审意见,结合申请项目的科

学问题、研究价值、研究基础、承担基金项目完成情

况、学术规范和申请书高相似度等核查情况,综合分

析通讯评审专家意见,根据资助计划和学科、区域均

衡发展等原则,提出评审会建议重点审议项目以及

评审会整体审议项目.对有创新、探索性强、风险性

高的申请项目,学科建议给予小额资助开展探索性

研究,资助期限为两年.

２．５　资助概况

经过专家评审组讨论、投票,委务会议审定,

２０１８年资助面上项目４５１５项、２５２１２０万元;资助

青年基金４２２２项、８８６８０万元;资助地区基金８９５
项、３１２００万元.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面上项目、青
年基金、地区基金合计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

经费７７．３７％.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

项目负责人年龄、性别分布情况见表２、表３.

表２　２０１８年度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０ 合计

面上项目 ２８ ４８１ １０３３ ９２６ ７０５ ８７１ ３４１ １３０ ４５１５
占比(％) ０．６２ １０．６５ ２２．８８ ２０．５１ １５．６１ １９．２９ ７．５５ ２．８８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 １４０６ ２２６５ ５５１ — — — — — ４２２２
占比(％) ３３．３０ ５３．６５ １３．０５ — — — — —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 ３５ １１０ ２４０ ２２４ １３９ １０３ ３７ ７ ８９５
占比(％) ３．９１ １２．２９ ２６．８２ ２５．０３ １５．５３ １１．５１ ４．１３ ０．７８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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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８年度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

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情况

性别 女性 男性 合计

面上项目 １５５１ ２９６４ ４５１５

占比(％) ３４．３５ ６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 ２４１１ １８１１ ４２２２

占比(％) ５７．１１ ４２．８９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 ３６７ ５２８ ８９５

占比(％) ４１．０１ ５８．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６　疾病动物模型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疾病动物模型”建立是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基

础工作,对探索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机理、发现药物新

靶点等生物医药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

义.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继续安排专门经费用于倾

斜支持在动物整体水平模拟人类疾病的“疾病动物

模型”建立方面的研究,希望通过稳定的支持,推动

我国在疾病动物模型建立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水平提

升,为创新医学研究打下基础.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疾病动物模型”
研究项目 申 请 １５４ 项.经 过 初 审、同 行 通 讯 评

议、学科综合推荐、学部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提出

评审会建议重点审议项目、学部组织专家进行专

题评审 会 议 评 审,共 建 议 资 助 ２６ 项、资 助 经 费

２０８０ 万元.

２．７　罕见病(例)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继续安排专门经费用于鼓

励研究人员关注人体各系统罕见病的发病机制和防

治基础研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罕
见病为患病人数占总人口０．６５‰~１‰的疾病.希

望发挥我国遗传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罕见病预防、诊
断和药物研发等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获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关
注重大疾病中的罕见病例研究,旨在以罕见病例为

突破口推动对重大疾病发病机制的认识,为重大疾

病的诊疗新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２０１８年度,医学科学部“罕见病(例)发病机制

和防治研究”领域共收到申请项目１６１项,经过初

审、同行通讯评议、学科综合推荐、学部主任办公会

议讨论提出评审会建议重点审议项目、学部组织专

家进行专题评审会议评审,共建议资助２８项、资助

经费１６８０万元.

３　重点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４０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共

收到申请６８５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８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各科学处

对收到的项目申请进行了初审,２３项申请不符合有

关规定.初审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

后,有４项提出复审申请,经审核均维持原不予受理

决定.最终不予受理２３项,正式受理６６２项;不予

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３．３６％.

３．１　重点项目同行通讯评审、答辩项目遴选情况

对于受理的６６２项申请,根据申请书内容按照

科学问题相近的原则将受理项目分组,每组项目选

择４—５位国内同行专家、２位左右海外同行专家进

行评审.

２０１８年度医学科学部共邀请５７９位国(境)内
外专家参与重点项目通讯评审,发出同行评议函

４３５４份,其中发给１３３位海外专家的同行评议函

９５６份;共计收回同行专家通讯评审意见４０１０份,
其中海外专家评议意见６８９份.每项申请均达到至

少５份同行评议意见的要求.
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学部部务会议

遴选,报分管委主任审定,确定１７１项申请项目负责

人参加会议评审答辩,答辩项目数为资助计划的

１４２．５０％.

３．２　重点项目会议评审情况

根据立项领域,按照“科学问题相近、科学管理

便利、答辩数量均衡”的原则将１７１个答辩项目分成

９组,以组为单位集中答辩.通过申请者报告、专家

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无记名投票,遴选出１２０项建

议资助项目,资助金额３５２７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２９３．９２万元.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重点项目合计资

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７．３４％.

４　重大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发布３个医学领域的重

大项目指南,即“血液肿瘤的细胞异质性及其演化研

究”“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机理及临床转化研究”和“中
药道地性研究”.其中“血液肿瘤的细胞异质性及其

演化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２个项目包(含８个课

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会议评审、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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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务会议审定,中国医学科学院牵头的联合申

请“血液肿瘤的细胞异质性及其演化研究”获得资

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６７９．２０万元.“脊髓损伤再生修

复机理及临床转化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４个项目

包(含１６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

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牵头的联合申请“脊髓损伤

再生修复机理及临床转化研究”获得资助,资助直接

经费１７００．００万元.“中药道地性研究”重大项目,
共受理４个项目包(含１６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

评审、专家答辩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
中国中医科学院牵头的联合申请“中药道地性研究”
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６８８．００万元.２０１８年医

学科学部重大项目合计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

经费１．０５％.

５　重大研究计划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有６个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的项目申请:
“血管稳态与重构的调控机制”重大研究计划,

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７项、培育项目申请１１６项、战略

研究项目１项,共１２４项.经过审核,有２项不予受

理,正式受理１２２项.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

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集

成项目２项、培育项目７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共
计１０项、１１５０万元.

“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重大研究计

划,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３７项、培育项目申请８８项,
共１２５项.经过审核,有２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

１２３项.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

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集成项目９项、
培育项目６项,共计１５项、３０００万元.

“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重大研究

计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２７１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４９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共３２１项.经过审

核,有３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３１８项.受理的项目

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

审,建议资助培育项目３５项、重点支持项目９项、战
略研究项目１项,共计４５项、３７００万元.

“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能可视化研究”重大

研究计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２８５项、重点支持项目

申请８６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共３７２项.经

过审核,有７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３６５项.受理的

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
议评审,建议资助培育项目２３项、重点支持项目７
项、战略研究项目１项,共计３１项、４０００万元.

“情感和记忆的神经环路基础”重大研究计划,
收到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正式受理１项.经过

同行通讯评议、会议评审,建议资助战略研究项目１
项、２７０万元.

“非可控性炎症恶性转化的调控网络及其分子

机制”重大研究计划,收到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
正式受理１项.经过同行通讯评议、会议评审,建议

资助战略研究项目１项、１５７．５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合计资

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２．５５％.

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３６６项,占该类别项目全委申请总数

(２９７４项)的１２．３１％.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８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各科

学处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初审结果

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均未提出复审申

请.最终不予受理３项,正式受理３６３项;不予受理

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０．８２０％.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１８１５份,回收１８１５份,

回收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学部

工作会议讨论、投票、学部部务会议遴选、报请分管

委主任审批,确定了３８项参加会议评审的申请项

目.经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投

票,获同意资助票数超过评审专家半数的共３１人,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达的指标,按同意资助票数

排序选出了２５位建议资助者.经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专家组讨论投票,最终

资助２４项,资助直接经费共８４００万元.２０１８年医

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占医学

科学部总经费１．７５％.

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６３０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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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各科学处对收到的

申请项目进行了初审,所有项目均通过初审,予以受

理,正式受理６３０项.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３１５０份,回收３１５０份,

回收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学部

部务会议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最终确定７０
项申请项目参加会议评审.按照“科学问题相近、答
辩数量均衡”的原则将７０个答辩项目分成４组,以
组为单位集中答辩.通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

论、总体讨论和投票,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达的指

标,按同意资助票数排序遴选出５０个建议资助项

目.最终资助５０项,资助直接经费共６５００万元.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

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１．３５％.

８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

请３０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８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学部对收

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３０项申请均通过初

审,予以受理,正式受理３０项.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１５０份,回收１５０份,回收

率１００％.根据同行评议结果和资助指标数,经学

部部务会议讨论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

８个群体参加学部专业评审组答辩.专家在听取答

辩报告、仔细了解同行专家评议意见后,经总体讨

论、投票,５项获同意资助票数超过评审专家半数,
建议资助,资助总经费５２５０万元.２０１８年医学科

学部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

部总经费１．０９％.

９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受理、评
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申请２５４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等有关规定,各科学处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

形式审查,初审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

后,１名申请人提出复审申请,但未提交纸质版材

料,复审申请不予受理.最终不予受理５项,正式受

理２４９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１．９７％.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１２４５份,回收１２４５份,

回函率为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同行专家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

料,经学部部务会议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
定了４９项参加会议评审的项目.经过申请人报告、
专家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投票,建议资助３４项,资
助直接经费８１８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４０．５９万元/
项.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１．７０％.

１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受理、评
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海外及港澳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项目申请５７项,其中两年期申请４４项,
延续资助申请１３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

关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的规定,各学科对

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初审结果经学部

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１名申请人提出复审申

请,但未提交纸质版材料,复审申请不予受理.最终

不予受理５项(均为两年期项目),正式受理５２项

(包括３９项两年期申请和１３项延续资助申请);不
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８．７７％.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２６０份,回收２６０份,回函

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申请材料,经科学部部务会议遴选、报
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６项延续资助项目参加

会议评审答辩,为资助指标数的１５０％.经过会议

评审,专家建议资助延续申请项目４项,资助直接经

费７２０万元;建议资助两年期项目１４项,资助直接

经费２５２万元.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海外及港澳学

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

费０２０％.

１１　联合基金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 NSFCＧ广东、NSFCＧ
云南、NSFCＧ新疆、NSFCＧ河南、NSFCＧ贵州联合基

金项目申请共６４６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

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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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学科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初审

结果经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有１项提出

复审申请,经审核,维持原不予受理决定.最终不予

受理２１项,正式受理６２５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请

项目的３．２５％.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２３８１份,回收２３３９份,

回函率为９８．２４％.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同行专家评议结果、结合申请

材料,经学部部务会议遴选、各联合基金联席工作会

议讨论,确定了３８项参加会议评审答辩,６３项培育

项目上会讨论.经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
体讨论和投票,以及对培育项目的集中讨论和投票,
建议资助６８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１０５１万元.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总经费

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２．３％.

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评审、
资助情况

１２．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部分)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６２项,不予受理０项.经学

部同行通讯评议,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达的答辩

项目推荐指标,学部经讨论推荐了１１个项目参加计

划局组织的全基金委层面的会议评审,经项目申请

人到会答辩、专家组讨论投票,最终建议资助９项,
资助直接经费６５５６．４８万元.

１２．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部分)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５项,受理４项,不予受理项

目１项.经学部同行通讯评议,３项多数专家同意

资助的项目进入医学科学部咨询委员会扩大会议进

行答辩.经专家讨论,并对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分别

投票,有１个项目(华中科技大学牵头申请)在科学

性和可行性方面的评价获得专家赞成票均超过

２/３,推荐该项目参加计划局组织的答辩会.经自然

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专家委员会

专家听取项目申请人到会答辩、讨论、投票,赞成票

超过２/３,后经财务专家评审、现场考察和委务会审

定,建议资助该项目,资助直接经费７２３２．４７万元.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２．８７％.

１３　应急管理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应急管理项目申请

５４项,按照相关管理规定,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学部

会议审核,共资助４７项、９８７．３万元,用于开展专项

研究、应急启动研究、发展战略调研和重要学术交流

活动等.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应急管理项目资助总经费

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０．２１％.

１４　医学科学部评审工作的新做法与未来工

作思考

１４．１　落实党组部署 强化激励创新

２０１８年医学科学部从多个方面落实“切实加强

激励创新”的工作要求,重视调研工作,共向重点项

目评审会专家、学科评审组会议专家发放问卷４１７
份,就申请质量、医学创新研究如何布局以及医学

“卡脖子”等问题开展调研.在评审会上强调我委新

资助导向,请专家认真遴选出创新性强的项目给予

资助.学部在各类项目工作要求中均强调注意遴选

创新性强的项目,在给通讯评审专家发送评审通知

和评审补充函时也均强调重视项目的创新性.
医学科学部在遴选答辩项目或非答辩重点审议

项目时,不唯论文数量,重视申请人的学术贡献和成

果质量;在国家杰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答辩候选人的推荐过程中,还特别要求学科单独

列出申请人的学术贡献,以利于学部遴选环节的正

确判断.为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创新学术评价的科

学性,在重点项目同行通讯评审中邀请了１３３位海

外专家参与评审,共收到海外专家评议意见６８９份;
在重点项目会议评审、学科评审组会议评审过程中

共邀请了３２位海外专家到会评审.
为使创新项目得以及时支持,医学科学部将在

２０１９年受理按立项领域申请重点项目的同时,试行

受理少量非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即根据国家

重大需求,在重大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诊断、治
疗和预防等领域接受重点项目的自由申请.鼓励

已取得一些原创发现或重要进展,但研究内容不在

本年度医学科学部公布的重点项目立项领域范围

之内的科研人员,结合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以及基

础科学 研 究 前 沿,自 由 选 择 研 究 方 向 申 请 重 点

项目.

１４．２　对今后工作的思考

(１)着重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科学基

金改革.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握我国公共

卫生发展、国民健康、人口素质等战略需求,深度落



　

　３２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实“十三五”发展规划,积极开展学科发展战略调研.
以科学问题为基础,国家重大需求和人类健康为导

向,以重大疾病防治及医学科学前沿为重点,以医学

科学创新人才和团队培育为保证,以科学、民主、依
法管理机制为支撑,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为繁荣医学科学基础研究、推进医学科

学源头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２)着力提高申请质量和评审质量,营造创新

学术生态.鼓励科研人员潜心钻研,努力攻克具有

挑战性和变革意义的疑难科学问题,培育并形成“十
年磨一剑”的学术氛围.在评审工作中,将科学研究

的原创性、真实可靠性、科学意义和价值作为评价的

首要原则和主要标准,注重科学研究的质量、贡献和

影响,注重对代表性成果的评价,重视本领域“小同

行”的评价,重视资助绩效.要求科研人员恪守科学

道德准则、科研伦理原则和科研诚信规范,倡导负责

任的研究行为,为推动医学科学卓越创新发展做出

贡献.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theDepartment
ofHealthSciencesin２０１８:anoverview

HuoMinghe PengYuhua ZhuYuangui HanLiweiZhangFengzhu
SunRuijuan ZhuWeitong XuYanying

(DepartmentofHealth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s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资料信息

我国免疫学者发现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调控B
淋巴细胞活化和分化的新机制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８１７３００４３、８１６２１００２、３１５３００２０)等资助下,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和免

疫学研究所刘万里课题组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栗占国教授合作研究,首次报道人类膜联免疫球

蛋白IgG１重链胞内区存在增加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易感性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SNP),并揭示该SNP
参与调控B细胞命运决定的新机制,为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疾病的致病机制和精准诊疗提供新

的潜在靶点和理论支持.研究成果以“AnautoimmunediseasevariantofIgG１modulatesBＧcellactivation
anddifferentiation”(自身免疫病相关IgG１变异体调控 B细胞活化及分化)为题,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４日在

Science(«科学»)上发表,论文链接: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３６２/６４１５/７００．long.
SLE是最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之一,其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导致治疗手段有限且无法根治.刘万里

团队和栗占国团队共同发现人类膜联免疫球蛋白IgG１重链基因IGHG１上的SNP(rs１１７５１８５４６)在SLE患

者中显著增加,该SNP导致人类膜联免疫球蛋白IgG１第３９６位甘氨酸突变为精氨酸(IgG１ＧG３９６R).进一

步的临床指标相关性分析表明,携带该SNP的SLE患者产生更多更广泛的IgG１型的自身抗体,发生炎症反

应的风险增加,疾病活动指数也更高,揭示该SNP为新的SLE易感基因位点.刘万里团队通过分析千人基

因组测序数据,还发现该SNP主要在东亚人群中的携带频率(minorallelefrequency,MAF)较高,而在欧美

人群中极少,这提示该SNP是以汉族为代表的东亚人群特有的SLE易感基因位点,可能是我国SLE患者与

其他人群患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反应存在差异的因素之一.
该项研究从疾病易感基因位点的临床遗传学研究出发,开展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相关性分析,再到基于基

因修饰小鼠的动物模型研究,和基于新型成像技术和常规生化分析的受体活化信号通路解析,最后到基于分

子动力学模拟的蛋白互作面的三维结构研究.这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加深了对SLE易感基因位点功能及致

病机理的认识,为SLE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靶点,也为复杂疾病相关易感基因位点的研究提供了创新性

的研究模式.

(供稿:医学科学部　王　佳　吕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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