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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
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要求

和部署,聚焦“明确资助方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

科布局”三大改革任务,扎实推进改革试点工作,进
一步加强规范管理,不断改进项目评审工作,按计划

完成了全年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

基金”)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２０１９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继续大幅增加,
全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２５０６３０项,比２０１８年增

加１１．２２％.其中,在３月１日至３月２０日的项目

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２３６４个依托单位提交的

１６类项目申请２４０７１１项,同比增加２５８４４项,增幅

为１２．０３％.经初步审查,共受理项目申请２４６３０８
项,不予 受 理 ４３２２ 项,占 接 收 项 目 申 请 总 数 的

１．７２％.在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中,“申请代码或研

究领域选择错误”、“不属于本学科项目指南资助范

畴”、“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
知情同意函、伦理委员会证明等”是３个主要的不予

受理原因.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要求,共受理复审申请５８９项;经审查,维持原

不予受理决定４７９项;认为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重
新送审的１１０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２．５５％.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项目申请阶段深入落实«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方案»要求,进一

步减轻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的负担.一是将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纳入无纸化申请范围,深入推进

项目无纸化申请工作.二是进一步简化项目申请材

料要求.如,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时,不再需要提供学术委员会或专

家组推荐意见;在站博士后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时,
不再需要提供依托单位承诺函;进一步简化申请书

和计划书中的预算编制要求,取消劳务费预算明细

表等.通过上述措施,进一步深化了科学基金“放管

服”改革,提高了科学基金服务广大科研人员和依托

单位的能力和质量.

２　项目评审情况

２０１９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严格按照«条
例»、各类项目管理办法和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评
审工作总体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试点分类评审工

作取得初步成效.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选择重

点项目和部分学科面上项目试点开展基于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工作.各科学部按照新时期科

学基金资助导向要求,完成了对２２７６３项面上项目

申请和３７２５项重点项目申请的评审工作.二是落

实代表作评价制度,避免项目评审中的“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将申请人和主要参与

者简历中所列代表性论著数目上限由１０篇减少为

５篇,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数目

由原来的不设上限改为设置上限为１０项,进一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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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评审专家关注和评价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的标志

性学术贡献.三是全面实施公正性承诺制度,进一

步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２０１９年初,自然科学基

金委发布«关于各方严肃履行承诺营造风清气正评

审环境的公开信»,强化实施四方承诺制度,努力营

造公平公正的评审环境.

３　项目资助情况

经过评审和审批程序,２０１９年共批准资助项目

４５２８１项,直接费用为２８７７９７０．５１万元.

３．１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评审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新时期科学基金

资助导向,选择重点项目和部分学科面上项目试点

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工作.四类

科学问题属性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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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专家按照不同科学问题

属性项目的评审要点,在１７个试点学科的面上项目

申请中遴选出４３５８个项目予以资助,在全部重点项

目申请中遴选出７４３个项目予以资助.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

性的分类评审可以使申请人更加深入地思考研究工

作的特征和针对性,同时也可以使评审专家更精准

地遴选创新性项目.但是,试点工作还存在部分申

请人和评审专家对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内涵的理解和

把握还不够准确、认识还不够一致的问题.下一步,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按照科学基金升级版改革方案部

署,通过提供典型案例、制作宣讲视频等多种方式,
进一步做好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宣讲工作,使广大

申请人和评审专家更加准确地理解新时期科学基金

资助导向.

３．２　稳定支持前沿探索,促进基础研究可持续发展

稳定对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的支持力度,资助研究人员自主选题开

展自由探索,推动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
我国基础研究繁荣发展筑牢知识和人才基础.资助

面上项目１８９９５项,直接费用为１１１２６９９万元.资助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７９６６项,直接费用为４２０７９５万元.
培养和扶植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的科学技术人

员,稳定和凝聚一批优秀人才,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２９６０项,直接费用为１１０４８６万元.

３．３　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着力前瞻部署

强化支持科研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

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力争

在若干前沿领域取得突破.２０１９年,资助重点项目

７４３项,直接费用为２２１８４０万元.资助项数比２０１８年

增加 ４２ 项,增 幅 为 ５．９９％;平 均 资 助 强 度 为

２９８．５７万元/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８８％.

２０１９年资助重大项目４６项(课题２００项),平
均资助强度为１９２６．０１万元/项,共资助直接费用

８８５９６．３６万元.新启动了４个重大研究计划,分别

为“团簇构造、功能及多级演化”“战略性关键金属超

常富集成矿动力学”“功能基元序构的高性能材料基

础研究”和“后摩尔时代新器件基础研究”.２０１９年,

２９个重大研究计划共资助项目５２６项,资助直接费

用１００１５０．４６万元.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及科学前

沿,资助国内相关领域最具优势和影响力的研究团

队开展创新研究,努力建设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

学术高地.２０１９年,批准资助“非线性力学的多尺

度问题研究”等１３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每个项目

资助直接费用８０００万元(管理科学部６０００万元),
合计资助直接费用１０２０００万元.

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科学目标为导向,
资助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研仪器或核心部件的研制

工作,为科学研究提供先进的工具和手段.２０１９年,资
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８２项,直
接费用５８３５０．６８万元.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部门推荐)３项,直接费用１９９９０．０８万元.

３．４　优化人才资助体系,扩大优秀人才支持规模

２０１９年,进一步优化人才资助体系.优化调整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资助管理模式,在资助强度保

持不变的情况下,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期限由６年

缩短为５年,并取消在研项目和新批准项目的延续

资助.自２０１９年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两年期资助项目;自２０２０年起,不再设立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

２０１９年,根据当前基础研究人才的规模和总体

水平,在保证项目遴选质量的前提下,扩大对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规模.
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４５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７项,
直接费用４４５８０万元;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００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２００项,直接费用７４７４０万元.
经报请国务院同意,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

资助规模由原来的每年２００项增加至每年３００项.

２０１９年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９６项,资
助经费１１６１２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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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优秀科研人员

的支持,２０１９年,首次面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８家

依托单位科研人员试点开放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港澳)申请,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２５项,
直接费用３２５０万元.

３．５　引导多元投入,促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启联合基金资助新

模式,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企业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开始实施.新时期联合基金旨在引导与整合政

府、行业、企业及个人等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吸
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区域、行业、企业

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新兴

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基础研

究,培养科学与技术人才,逐步建立基础研究多元投

入机制,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业及重要领

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新时期联合基金得到了地方政府、企业和行业

部门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截止到目前,四川、湖
南、安徽、吉林、广东、浙江、湖北、青海、辽宁、宁夏、
黑龙江、西藏、广西、北京、重庆、河北共计１６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加入了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计
划协议期内投入经费４９．８亿元,自然科学基金委匹

配１６．６亿元,合计投入经费６６．４亿元;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
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共计５家企业加入企业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计划协议期内投入经费１０．９４亿元,
自然科学基金委匹配２．７３５亿元,合计投入经费

１３．６７５亿元.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在稳步扩大与行

业部门的联合资助工作,先后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中国民用航空局、水利部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等部门达成合作意向,
新时期４个行业联合基金共投入经费１１．５亿元,其中

行业部门投入８亿元,自然科学基金委匹配３．５亿元.
连同正在实施的其他联合基金,２０１９年有２７个

联合基金实施,共接收申请５７２９项,资助联合基金

项目９２５项,直接费用约１８．５１亿元.

３．６　优化资金管理

２０１９年,进一步简化申请书和计划书中的预算

编制要求,取消了劳务费预算明细表,在预算说明中

只要求对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以及合作

研究外拨资金、单价１０万元以上的设备费等内容进

行必要说明.

对于６０家试点依托单位,２０１９年获批准的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海外及

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资助经费试

点采用新的结构.其中:(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直接 费 用 为 １２０ 万 元、间 接 费 用 为 ３０ 万 元;
(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直接费用为１０００万元、间接

费用为２００万元(数学、管理领域直接费用为６７０万元、
间接费用为１７０万元);(３)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直接费用为１６０万元、间接费

用为４０万元.
为落实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开展

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

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的要求,自然科

学基金委、科技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在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中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的通

知».通知要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试点

经费使用“包干制”,项目经费不再分为直接费用

和间接费用.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项目负责人

承诺尊重科研规律,弘扬科学家精神,遵守科研伦

理道德和作风学风诚信要求.同时,承诺项目经费

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不截留、
挪用、侵占,不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项目

申请人提交申请书和获批项目负责人提交计划书

时,均无需编制项目预算.

４　２０２０年工作展望

２０２０年是 推 进 科 学 基 金 改 革 的 关 键 之 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深入推进

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遴选

符合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的创新性项目;启
动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投身

原创性基础研究工作;推进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

划,优化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试点开展申请

代码调整,优化科学基金学科布局;持续优化项

目管理,减轻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和科研

人员负担;进一步拓展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扩大

联合基金资助规模;持续优化经费管理,调整部

分项目类型的经费资助结构,做好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试点经费使用“包干制”政策落实

工作;试点开展“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

制,提高评审工作质量;实施科学基金学风建设

行动计划,营造良好学术生态等.
自然科学基金委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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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最新决策部署,按照科学基金升级版改

革方案要求,系统实施科学基金改革,不断优化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资助和管理工作,努力建设理念先

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科学基金体系,推动我国

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ProposalApplication,PeerReviewandFundingofNSFCin２０１９:anOverview

HaoHongquan　　ZhengZhimin　　LiZhilan　　LiuYihong　　YuXuan
LeiRong　　WangYan　　CheChengwei　　WangChangrui

(BureauofPlanning,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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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我国学者在二维高温超导体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U１７３２２７４,１１５２７８０５,１１４２５４１５,１１４２１４０４,１１８８８１０１,１１５３４０１０)等
的资助下,由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组成的联合团队通力合作,在二维

铜基超导体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首次以直接的实验证据揭示了二维极限下的单层铜基超导体具有和块

体铜 基 超 导 体 相 同 的 超 导 特 性. 相 关 成 果 以 “HighＧ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in Monolayer
Bi２Sr２CaCu２O８＋δ”(单层铋锶钙铜氧中的高温超导性)为题,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发表在Nature(«自然»)杂志上.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４１５８６Ｇ０１９Ｇ１７１８Ｇx.

铜基高温超导体于１９８６年首次被德国科学家J．GeorgBednorz和 K．AlexMüller发现,翌年二人即被

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迄今为止,已有数十种不同种类的铜基超导体被合成,在１个大气压下最高的超导临

界温度达到了１３４开尔文(－１３９℃),保持着常压条件下超导临界温度的纪录.不同种类的铜基超导体虽然

组分各不相同,超导临界温度也不同,但都具有相似的层状原子结构:它们的核心结构都是由铜氧面(由铜原

子和氧原子构成的原子平面)和由其他原子构成的平面经过层层堆叠而形成的.为什么高温超导体选择这

样的层状结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理论上二维极限下的长程序通常会被抑制甚至消失,而超导就是一种长

程序,这引申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层状的铜基超导体减薄到二维极限,也就是仅仅一个最

小的完整结构单元,它是否还具备相同的高温超导特性? 带着这样的疑问,合作团队对二维极限下的铜基超

导体系开展了历时４年的研究.团队从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铜基超导体铋锶钙铜氧(Bi２Sr２CaCu２O８＋δ,简称

BiＧ２２１２)出发,通过机械解理的方法制备了基于本征单层BiＧ２２１２晶体,并在样品中观测到了清晰的超导转

变.通过对单层样品进行原位的退火调控其载流子浓度,团队在单层样品中复现了块体材料的相图.实验

发现,单层BiＧ２２１２在最佳掺杂状态下的超导转变温度与块体材料的数据相比几乎完全一致,差别在实验误

差范围之内.
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又进一步对单层铜基超导体进行了扫描隧道显微学和谱学研究.通过改装和升

级已有的实验设备,将单层样品的制备工艺拓展到了超高真空环境中去,使得样品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通
过扫描隧道显微镜得到了高质量的拓扑形貌数据,以及空间分辨的能谱数据.经过分析发现,单层BiＧ２２１２
相图中的超导态、赝能隙态、电荷密度波态以及莫特绝缘态都和块体行为保持一致.

以上实验首次揭示二维极限下的单层BiＧ２２１２已经具备了高温超导所需要的因素,高温超导态以及与其

有关的诸多关联电子态本质上都是二维现象.这一发现推动了对高温超导现象的深入理解.

(供稿:数理科学部　姜向伟　倪培根　陈　刚　郭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