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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和资助情况,介绍了单位整体科研产出和科学基金资助成效,回顾了本单位科学基金组织和

管理工作,以期为新时期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和促进单位基础研究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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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上
海生科院”)成立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３日,是在上海地区

原有的８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基础上,经结构调整、体
制创新组建而成,是我国生命科学和健康科学研究

领域综合性旗舰研究机构和人才培养基地,拥有生

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植物

生理生态研究所、健康科学所、营养科学所、计算与

生物学所等研究机构和若干支撑单元及院地合作共

建机构.２０１４年８月,中科院颁布«中国科学院“率
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并正式启动实施

“率先行动”计划,根据总体布局,着力开展四类机构

分类改革试点.目前上海生科院根据四类机构改革

试点部署内部已经单列为３个面向基础科学的前沿

方向和重大问题的卓越创新中心(分子细胞、分子植

物和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和１个面向部分行业、区域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特需求及特殊学科领域的特色

研究所(营养与健康).近五年,上海生科院作为一

个整体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科研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作为

上海生科院重要的外部竞争性经费来源,对提升单

位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支撑学科发展和

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上海生科

院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有关政策和要求,认真做好立项项

目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和支撑保障工作,促进了重

要原始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本文在学习和了解兄弟科研院所、高校获得科

学基金资助成效基础上[１５],梳理了近五年上海生科

院整体科研产出以及科学基金资助情况,总结了科

学基金资助成效、以期为新时期不断提高科研管理

水平和促进单位基础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和参考.

１　科学基金申请和资助情况

１．１　资助项目和经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期间,上海生科院申请和资助数

量如表１所示,前４年基本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

状态,但是２０１８年度因人员流动频繁和限项等因素

造成申请数量有较大幅度降低,相比上一年度降幅

达１１．５％.５年期间共申请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４７项,
获得资助８０９项,平均资助率３９．５２％.一直以来

上海生科院申请绝对数量相比全国比重较低,但是

每年实际获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经费均超过１亿

元,其中２０１７年度因基础科学中心立项,年度资助

经费有较大幅度增加.５年间上海生科院共获批经

费９．５５亿元,作为竞争性经费的重要来源,科学基

金有力地支撑了单位基础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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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上海生科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科学基金申报和资助情况

申报

年度

申报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资助金额
(亿元)

２０１４ ４３３ １７６ ４０．６５％ １．８６

２０１５ ４０８ １６１ ３９．４６％ １．３８

２０１６ ４０５ １５７ ３８．７７％ １．４２

２０１７ ４２５ １６４ ３８．５９％ ３．２９

２０１８ ３７６ １５１ ４０．１６％ １．６０

表２　上海生科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高强度资助项目

和人才类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数量 资助数量 资助率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４ 　１ ２５％
创新研究群体 １４ ３ ２１．４３％
重大项目 １１ ４ ３６．３６％
重点项目 １８８ ５５ ２９．２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１３１ ２５ １９．０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１３７ ２１ １５．３３％

１．２　项目所属科学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现有８个学科的专业科学部,
鉴于较为集中的学科布局和领域方向,上海生科院

申请和资助项目的科学部主要集中在生命科学部

(申请占总数７６７０％,资助占总数７８４９％)和医学科

学部(申请占总数１８７１％,资助占总数１７８０％),在
其他科学部申请量较少或无申请(目前尚未在管理

学部和工程与材料学部获得过资助).

１．３　资助项目类型总体情况

上海生科院５年间共获批科学基金８０９项,青
年科学基金和面上项目作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主

要部分所占比重较高,其中面上项目申请６６９项,获
批３２５项,资助率为４８．５８％;青年科学基金申请

５２６项,获批２２５项,资助率为４２．７８％,均高于全国

平均资助率.青年科学基金和面上项目往往是科研

人员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项目,对于其独立开展自

由探索研究,促进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上海生科院持续在高强度资助项目和人

才类项目的争取中保持着优势(表２),如在基础科

学中心、创新研究群体、重大项目、重点项目、杰青、
优青等项目类型中获批数量和资助率均明显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５年内获得基础科学中心１项(本项目

也是截止目前全国生命科学部立项的唯一１个基础

科学中心项目)、创新研究群体３项、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 ２５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２１ 项,其中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分别获得９项和７项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资助,显示出上海生科院作为我国生命科学

旗舰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２　科学基金资助科研产出分析

２．１　整体科研产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上海生科院总体聚焦于生命现

象本质、人口健康和现代农业的关键科学问题.在

脑科学、细胞科学和植物科学三大领域形成了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的创新集群,在神经疾病靶点、染色质

结构与功能的调控、干细胞谱系建立及应用基础研

究、中国人群营养与代谢遗传特征、简小最适基因组

人造生命体系合成与工业生物技术等重大突破方

向,以及在神经干细胞的分化及转分化、非编码

RNA代谢调控与功能、计算与系统生物学、基因组

学与功能基因组学、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重大

慢性代谢疾病机制研究、肿瘤转化医学、植物碳氮代

谢和性状改良、新型生物技术药物发展等研究方向

作出了重大原始创新工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期间,上海生科院获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１项(第二完成单位)、二等奖２项,“中国

科学十大进展”７项、“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７
项.自２０１４年 CellPress组织评选中国年度机构

以来,连续入选CellPress中国年度机构,连续在自

然指数(NatureIndex)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包括科

学基金等各类科研经费支持下,创新能力和综合实

力显著提升.

２．２　科研论文产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期间,上海生科院发表 SCI论文

５１３１篇,其中标注科学基金论文 ３５６７篇,以第一

署名单位发表SCI论文２１５８篇,第一署名单位发表

且标注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１５２７篇(表３).上海

生科院发表的科研论文中超过一半的数量均获得了

科学基金的标注,科学基金对本单位基础研究和成

果产出有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表３　上海生科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发表SCI论文整体情况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论文总数 ９１０ ９９９ １０８１ １０９４ １０４７
第 一 署 名 单

位论文数
３９５ ４５０ ４６２ ４４９ ４０２

论文总数(标
注基金)

５７６ ６６９ ７４９ ７９１ ７８２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论 文 总 数
(标注基金)

２６５ ３０５ ３１８ ３２９ ３１０



　
第３期 王江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成效及管理工作回顾 ２８９　　 　

近５年,上海生科院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取得

大量原始创新成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高水平期

刊上(表４),其中在Cell及其子刊、Nature及其子

刊、Science及其子刊上发布高水平论文１０８２篇(受
科学基金资助７９９篇),以第一完成单位发表４９４篇

(受科学基金资助３６７篇),其中以第一完成单位发

表Cell、Nature、Science论文３４篇(受科学基金资

助２４篇).

表４　上海生科院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发表高水平SCI论文情况

期刊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Science ５(２) １(０) ３(０) ６(６) ８(２)

Science子刊 ３(２) ２(１) ４(３) ４(０) ２(０)

Nature ３(１) ５(１) ６(５) ６(３) ８(３)

Nature子刊 ９１(４９) １５６(７２)１９０(７７)２１２(９８)１７０(７０)

Cell ２(２) ６(４) ２(１) ４(２) ５(２)

Cell子刊 ３５(２１) ２５(１４) ３０(１８) ３７(１６) ５１(１９)

总数 １３９(７７)１９５(１９２)２３５(１０４)２６９(１２５)２４４(９６)

　　注:括号内数据表示以第一完成单位发表论文数.

图１　近５年发表科学基金标注SCI论文

国际合作度(前１５位)

上海生科院具有深厚的国际合作基础,是国家

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前期分别与

国际著名研究机构合作建立了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马普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近五年与国外众多国

际组织、大学、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通过人员互

访、开展合作研究、举办国际高水平学术会议和论坛

等形式,长期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并取得一批重要

的科研成果.总体来看,与上海生科院开展合作的

国家数量多、范围广,其中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
加拿大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合作更加频繁,标注基

金资助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情况见图１.

３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回顾及未来展望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是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国家加强对我国基础

科学研究的支持和资助,“十三五”期间,上海生科院

将继续坚持原始创新,支持前沿科学研究,培育新的

学科生长点,培育和集聚一流人才,为我国全面提升

源头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１)充分发挥学术自由与团队攻关.多年来,
上海生科院坚持学术自由探索和团队联合攻关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基础研究,充分发挥研究组长在团队

组建、研究选题、方案制定、资源支配等方面的自主

性,同时面向学科国际前沿,瞄准国家需求,针对国

家重大任务开展交叉合作和联合攻关,产出了一批

具有显示度的重要成果.通过发挥依托单位学术委

员会的顾问和监督作用,减少了行政管理对基础科

学研究的过度干预.经过５年发展,一批学科走向

世界科技前沿.
(２)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上海生科院高度

重视科研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人才队伍通过动态

调整得以优化,特别是加大对青年科研人才的支持

力度,保持了持续创新活力.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上
海生科院新增中国科学院院士２位、发展中国科学

院院士３位;引进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

目１位、短期项目１位,青年“千人计划”项目４１位,
新增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３项、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２５位、优秀青年科学基金２１位,中科

院“百人计划”１４位,上海“千人计划”和外专“千人

计划”５位,上海生科院特殊人才计划１０位;新增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１８位、青年拔尖人才２位,新
增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１９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３个,一批优秀的青

年科学人才成为该领域优秀学术带头人和核心

骨干.
(３)提供预研基金和保障支撑.为了支持青

年人才发展,使其开展自由选题和独立工作,上海

生科院设立了优秀青年人才领域前沿项目和博士

后基金;为了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

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高层次人才,形成与国

家、中国科学院等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相关规定有

机衔接机制,设立了首席科学家项目;通过重点支

持一定数量具有明确突破前景的项目,鼓励项目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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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开展创新性、深入性的研究,实现重点突破和

跨越,促进重大成果产生,引领相关学科领域发

展,设立了上海生科院院长基金项目.通过这些项

目的组织和部署,有助于引导、支持和鼓励青年人

才加速成长,形成良性的成长路径,进而提高单位

整体竞争力.
(４)加强科学基金全流程管理.科学基金作为

单位对外竞争性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其管理一直

是单位科研管理的重点.为做好科学基金管理工

作,上海生科院在建议征集、申报组织、过程管理、结
题验收以及后续成果、档案管理方面已形成一整套

成熟的管理机制.对于高强度资助项目,积极发挥

战略科学家和资深科研人员引领作用,研讨和凝练

提出指南建议和重大科学问题.每年度项目指南发

布后,组织召开科学基金申报启动会,传达新政策,
新要求,对于重点类型和人才类项目,专题组织专家

召开申报交流会议,并邀请资深专家对研究选题、申
请书撰写等方面给予专门指导,提高申请质量.在

申请材料形式审核方面,通过编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形式审查表»并组织院所基金管理人员进行

严格审核,上海生科院连续多年申报项目初筛不通

过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项目立项后,组织项目

开展项目年度总结、中期总结和结题验收工作,按时

收集成果和提交各类进展和总结材料,做好经费支

出审核、内审和决算编制工作;组织项目系统梳理成

果、保护知识产权、申报奖励等;全过程加强文书、档
案等材料的归档.此外,还积极督促项目按照既定

计划开展研究,及时沟通处理项目执行中遇到的问

题、隐患和变更调整事项,确保项目在实施和管理中

无重大风险发生.
(５)完善制度建设和优化管理流程.为做好科

学基金项目管理,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依托单

位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６],上海生科院通

过健全管理架构、完善管理体系,根据科研业务开展

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完善的运行管理和风险防控体

系,覆盖项目管理、经费管理、预算管理、收支管理、
合同管理、固定资产管理、档案管理等各相关业务,
保障了科研活动有序开展和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
组建了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和科研道德委员会.
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善、有效的监管体系,保障了科

研项目在组织和实施阶段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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