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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地球科学部及时落实党中央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党
组部署,在分管委领导和科学部主任的带领下,齐心

协力对科学基金评审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探索

和实践,圆满完成了２０１９年度的地球科学领域基金

评审工作.特别是在地球科学领域建立了全新的科

技人才类项目评审要点和重大类项目评审要点,在
破除科技评价体系“四唯”不足的同时,及时树立了

优选科学基金项目和人才的全新标准,得到中国科

技界的广泛认同.重大项目的立项改革试点,既达

到了结合地球科学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

源配置,统筹项目布局,鼓励竞争择优,充分发挥领

域科学家、学部咨询委和学科管理专家等三方面作

用的目的,又有机结合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凝练重大科学问题的各自优势.“战略性关键金属

超常富集成矿动力学”重大研究计划,以及“川藏铁

路重大基础科学问题”“极地基础科学前沿”“嫦娥四

号任务科学研究”三个专项的评审和资助工作,是针

对国家重大需求的通过顶层设计凝练科学问题的有

益探索,是坚持基金基础研究两条腿走路的成功

尝试.

１　评审工作总体情况

地球科学部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关于２０１９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

的通告»«２０１９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
«关于２０１９年度项目申请初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以及各类项目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要求,组织开

展基金评审工作.从严格工作纪律、改进工作作风、
规范评审流程、重视廉政风险防控等几个方面着力,

全面推进深化基金改革的各项举措,贯彻地球科学

的顶层战略设计思想,力争使评审结果公平公正.
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下,依靠评审专家顺利完成

了２０１９年度的评审工作.

１．１　项目接收与受理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重
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以及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共计１８５６０项,其中,受理

１８２６０项,不予受理３００项.不予受理通知发出后,
共收到复审申请５１项,其中５０项维持原不予受理

决定,１项重新送审.重新送审的原因是,该申请提

交的专家推荐信非原件,但复审材料证明本人具有

高级职称,无需提供专家推荐信.根据通讯评审结

果,该项目未达到上会项目遴选标准,学科建议列为

备查项目.

１．２　通讯评议与上会项目遴选

经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地球科学部专家咨询会审议,
地球科学部对所有７个学科进行了申请代码、研究

方向和关键词的修改、调整和完善,且在２０１９年科

学基金申请指南中发布并实施.本年度召开工作会

议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的计算机辅助指派工作.在

充分发挥辅助指派系统在“回避”与“匹配”两个方面

作用的基础上,要求学科工作人员对申请代码调整

后的项目指派要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

专业特长,依靠而不依赖“辅助”作用,积极参考而不

盲从“指派建议”.地球科学部２０１９年度辅助指派

项目占比为９５．１９％,态势平稳.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继续实行面上项目、青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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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及联合基金培育

项目送５份通讯评审,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资助项

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重点支持项目和集成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以及科学中心项目等送７份通讯评审的规

则.本年度共发函９７４９９份,回收９７４１９份,回收

率９９．９２％.推荐上会项目经部务会或学部主任办

公会严格审定,兼顾学科平衡,不得在“末级学科代

码”下逆序上会.

１．３　会议评审及资助计划完成

答辩类项目会评专家组组成既要求考虑学科布

局、答辩项目的函评专家和资助方向的均衡性等因

素外,又要求严格回避申请单位、申请人导师及其他

利益相关情况.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答辩类项目

会评专家共３７８名,其中,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会

评共２个专家评审组,４２名专家;创新群体项目共１个

评审专家组,２１名专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会

评专家共７个评审专家组,１２８名专家;重点项目会

评专家共分为１２组,１８７名专家;学科评审会共分

为１０个评审组,邀请专家２０８名,其中特邀专家５３名,
海外专家１名.按要求,所有会评专家的建议及调

整均经学部领导和分管委领导核准,并按要求公示

不少于一周.
公正性的保障既依靠构建科学界信赖的制度平

台,更依靠评审专家的战略智慧和学术良心.要求

评审专家能从发展基础研究的高度,不作为单位、部
门的利益代表,不负使命,不负科技界的厚望,客观

公正地遴选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资助女性科研

人员;在同等条件下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在专家们的

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下,顺利完成评审任务,所有拟

资助项目均通过专家组一次性正式投票产生.经专

家投票和部务会审定,拟资助项目３９９９项,拟资助

直接经费２２４０５０万元.

２　评审及资助工作概述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分类体系,本文

对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所受理评审的项目按照探

索系列项目、人才系列项目、工具系列项目和融合系

列项目分别进行概述.其中,探索系列项目主要包

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等;人才系列项目主要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工具系列项目包括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和自由申请两大

类);融合系列项目包括联合基金项目、重大项目、重
大研究计划、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此外,还包括专

项项目的受理评审概述.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大

气学科进行分类评审改革试点,在此也做简要总结.

２．１　探索系列项目评审概述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接收７７７４项,
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加６６３项,增幅９．３２％.其中１２１项

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人职称信

息不一致,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缺少主要参与者简

历,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

称与公章不一致等.经评审,资助１８８７项,资助率

为２４．２７％;资助直接经费１１７２１０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６２．１１万元/项(表１).资助学部间交叉项目

１３１项,学部内学科间交叉项目２６８项.获批准项

目数量位居前五位的依托单位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武汉大学.获资

助项目负责人以青年学者为主体,３１~４５岁的负责

人占比达到了７２．１８％,５０岁以上的负责人占比为

１７．０７％.获资助女性项目负责人人数仅占获资助

项目负责人总人数的２４．２２％.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重点项目申请接收５５５项,

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加４６项,增幅为９．０４％.共有５２项

不予受理,主要原因为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申请

人或主要参与者职称信息不一致等.经评审,资助

９８项,资助率为１７．６６％,资助直接经费２９５００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３０１．０２万元/项(表１).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接收４０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减少了２７项,降幅为

４０．３０％,略 高 于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的 平 均 降 幅

(３２．６８％).其中３项不予受理,原因是申请书没有

按照指南要求填写资助期限.经评审,资助１０项,
资助率为２５．００％,资助经费２３１０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２３１万元/项.

２．２　人才系列项目评审概述

２０１９年度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增加资助名额的第

一年.地球科学部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试点推进评审机制的改

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科研界的正面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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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球科学部２０１９年集中受理项目情况

项目类型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面上项目 ７７７４ １８８７ ２４．２７ １１７２１０ ６２．１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４８１ １７２７ ２３．０９ ４３２２０ ２５．０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０８ １７８ １４．７４ ７１４０ ４０．１１

重点项目 ５５５ ９８ １７．６６ ２９５００ ３０１．０２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５９２ ５９ ９．９７ ７３８０ １５０/１２０[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３２７ ３２ ９．７９ １２８００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３１ ６ １９．３５ ６２００ １０５０/１０００[２]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５ ２ ４０．００ ３４０ １８０/１６０[３]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４０ １０ ２５．００ ２３１０ ２３１．００

联合基金项目 ５７１ ８８ １５．４１ ２６２８４．８ ２９８．６９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１２ ０ ０ ０ 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６３ ６ ９．５２ ４２０２．５９ ７００．４３

总计 １８６５９ ４０９３ ２５６５８７．３９　

　　[１]２０１９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进行改革,根据依托单位确定直接经费资助强度,分别为１２０万

元/项和１５０万元/项２类.
[２]２０１９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进行改革,根据依托单位确定直接经费资助强度,分别为１０５０万元/

项和１０００万元/项２类.
[３]２０１９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进行改革,根据依托单位确定直接经费资助强度,分别

为１８０万元/项和１６０万元/项２类.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工作中,采取

评审专家和答辩人会前双盲随机分组且分组信息保

密的措施,并提出专家评审组需把握的评审“四要

点”,即在学术贡献及科学意义中选择“方法学创新”
“关键科学证据”“理论认知/社会需求”“学科发展促

进”等４个方面评价学术创新的贡献或影响,同时要

求答辩人若获“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项目”“万人计划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等资助,应简要补充说明入选后取得的成

果.对于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在考虑“四要点”
评审原则的同时,还要求答辩人若获“青年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

目”“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资助,应简要补充说

明入选后取得的成果.在评审全过程中,对发现的

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申请３２７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加１９项,增
幅为６．１７％,其中接收男性申请人项目２８５项,接
收女性申请人项目４２项.申请者的平均年龄为

４１．８２岁,４０岁以下的申请人仅占１７．７３％.经评

审,其中３２项获得资助,资助率为９．７９％.本年度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中试点“包干制”,取消了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的区

分,地球科学部的资助强度均为４００万元/项,并鼓

励获资助者按照实际的科研需求对资助经费进行合

理使用和规划.因此,资助经费总额为１２８００万元

(表１).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５９２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加了３４项,增幅为

６．０９％,男性项目申请人有４８９项,女性项目申请人

有１０３项.其中不予受理２项,主要原因是申请书

缺页或缺项.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为３６．０５岁,最小

年龄为２８岁,最大年龄为４０岁.男性申请人的平

均年龄为３５．９３岁,最小年龄为２８岁,女性申请人

的平均年龄为３６．６５岁,最小年龄为３１岁.男性申

请人的年龄集中在３５~３８岁,女性申请人的年龄集

中在３５~４０岁.经评审,对其中的５９项予以资助,
资助经费为７３８０万元,根据依托单位性质,资助强

度分别为１２０万元/项及１５０万元/项２类.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７４８１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加９９１项,增幅１５．２７％.
其中,不予受理６６项,主要原因包括申请人职称信

息不一致,申请书缺页或缺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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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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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及没有按照指南要求填写资助期限等.经评

审,共有１７２７项获得资助,资助率为２３．０９％,总资

助经费为４３２２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２５．０３万元/项

(表１).资助学部间交叉项目１１４项、学部内学科

间交叉项目１９０项.获批准项目数量位居前五位的

依托单位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山大学、中
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汉大学和中国

海洋大学.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２０８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加１４４项,增幅１３．５３％.
共有４１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包括申请人职称信息

不一致,申请书缺页或缺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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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没有按照指南要求填写资助期限等.经评

审,共有１７８项获得资助,资助率为１４．７４％,资助

经费为７１４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４０．１１万元/项

(表１).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

３１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减少４项,降幅１１．４３％.不

予受理１项,原因是没有按照指南要求填写资助期

限.经评审,资助６项,资助率为１９．３５％,资助经

费为６２００万元,根据依托单位性质,平均资助强度

分别为１０００万元/项及１０５０万元/项２类.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接收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

究基金项目申请５项,均为延续资助项目(２０１９年

起不再设立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两年资助

项目).经 评 审,共 有 ２ 项 获 得 资 助,资 助 率 为

４０．００％,资助经费为３４０万元,根据依托单位性质,
平均资助强度分别为１８０万元/项及１６０万元/项

２类.

２．３　工具系列项目评审概述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部门推荐)申请接收１２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

加１项.共有３项不予受理,原因均为未按申请书

撰写提纲要求提供购置(试制)大型设备申请书.经

专家咨询委员会审议,有１个项目得票数超过２/３,
推荐参加了全委范围的专家评审会答辩,经专家投

票未通过评审.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自由申请)申请接收６３项,与２０１８年相比增

加３项,增幅５．００％.共有２项不予受理,原因为参

与人超项以及未按指南要求填写资助期限.经评审

遴选,推荐１１项上会答辩,共有６项获得资助,资助

率为９．５２％,资助经费为４２０２．５９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为７００．４３万元/项(表１).

２．４　融合系列项目评审概述

作为自然科学基金委唯一的重大项目改革试点

部门,地球科学部经过探索制定了«地球科学部重大

项目立项改革方案(试行)».该方案旨在结合地球

科学发展战略,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源配置,统筹

项目布局,鼓励竞争择优;充分发挥领域科学家、学
部咨询委和学科管理专家等三方作用,在形成重大

项目指南过程中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式

有机结合.并发挥其在项目评审和资助过程的导向

性,特别是部务会讨论形成的重大类项目评审要点

在项目立项评审过程中的导向性.改革后的重大项

目指南形成过程将完全“自下而上”占主导改革为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强调顶层设计,鼓
励竞争择优.此外,在基础科学中心评审中,坚持遵

循“成熟一项,启动一项”和“决不允许拼盘”的原则.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共接收重大项目领域建

议５０份,经各学科凝练和学科专家咨询及地球科学

部部务会讨论,共形成１５个领域设想送学部专家咨

询委员会审议,遴选出１１个领域的重大项目指南.
即“地表关键自然要素的协同演变及其与人文过程

的耦合”“非传统的遥感信息机理与定量化智能化处

理”“地质新时代的人类世:时限、特征与影响”“地球

早期演化的地球化学制约”“人工智能油气地球物理

反演与成像”“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机理、预测及风

险应对”“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环境基础”“北
极快速变化的多圈层相互作用”“工业污染物的环境

地球化学过程与健康效应”“新生代大陆风化调控机

制”和“土壤复合污染过程和生物修复”.指南发布

后,共收到项目申请２２项(课题申请１０２项),其中

不予受理９项,原因为学科领域设想的咨询专家本

年度不能申请或参与申请所研讨领域的重大项目,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未按申请书要求说明本年度申

请的其他基金项目),申请人或主要参与人职称信息

不一致,预算书填写错误等.经通讯评审和部务扩

大会讨论,建议８个项目上会答辩.经评审资助６项,
资助经费１１８３３．２５万元.

本年度“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基础科学中心”获得

资助立项.该项目以多圈层关键过程和相互作用为

主线,围绕“高原生长和全球变化耦合作用下的多圈

层链式响应及影响”科学问题,聚焦深部圈层作用及

对浅表圈层过程的影响、冰冻圈地表过程与全球变

化耦合作用及其影响、高寒生态如何响应和适应高

原隆升与全球变化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开展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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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融合研究,有望建成引领和主导国际青藏高原

地球系统科学前沿研究的国际学术中心.
本年度地球科学部共有１０类联合基金项目

(表２),其中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及区域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为新设立的类型.１０类联合基金共接

收申请５７１项,其中１６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包括

申请代码填写错误、未按指南要求联合当地单位申

请、未按要求填写项目研究的起止日期、申请人或参

与人简历填写不规范等.经评审,共资助８８项,直
接资助经费２６２８４．８万元.

地球科学部在２０１９年度有评审任务的重大研

究计划包括“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全

球气候效应”“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西太平洋地球

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和“战略性关键金属超常富集

成矿动力学”.“青藏高原地—气耦合系统变化及其

全球气候效应”重大研究计划２０１９年度批准３项,
直接资助经费２０８０万元,其中战略研究项目１项,
集成项目２项.“特提斯地球动力系统”批准１１项,
直接资助经费３５９９万元,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１０项,
集成项目１项.“西太平洋地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

用”批准２６项,直接资助经费５０００万元,其中重点

支持项目１６项,培育项目１０项.

２０１９年新批准立项的“战略性关键金属超常富

集成矿动力学”重大研究计划瞄准我国重要的紧缺

和优势关键矿产资源,针对解决低丰度金属元素超

常富集成矿过程与驱动机制的核心科学问题批准立

项２４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１３项,培育项目１０项,
战略研究项目１项.直接资助经费共计５２８０万元.

“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与应对机制的基础

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参加自然科学基金委中期评估,
评估结论为优秀,追加经费４０００万元.“黑河流域

生态—水文过程集成研究”重大研究计划参加自然

科学基金委结束评估,达到了预定科学目标,评估结

论为良好.

２．５　专项项目评审概述

２０１９年,根据基金改革的部署设立了专项项目

类型,包含两个亚类,分别为“研究项目”和“科技活

动项目”.
地球科学部本年度共发布了３个类型的研究类

专项项目指南,分别是“嫦娥四号任务科学研究”“川
藏铁路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和“极地基础科学前沿”.
通过这些专项项目实施,地球科学部及时落实党中

央部署,高度重视科学基金与国家重大需求的无缝

对接.
与数理科学部联合的“嫦娥四号任务科学研究”专

项接收申请９项,批准３项,直接资助经费９９５万元.

表２　地球科学部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项目亚类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项)

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１１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６２ １３ ２０．９７ ３３５０ ２５７．７

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１２５ １０ ８．００ ４６０ ４６

重点支持项目 ９ ２ ２２．２２ ４４０ ２２０

NSFCＧ山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４ １９ １６．６７ ４６９５ ２４７．１

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３ ４ １７．３９ １０２８ ２５７

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 本地人才专项 ４ １ ２５．００ ９０ ９０

培育项目 ４８ ５ １０．４２ ２８５ ５７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１ ３ １４．２９ ７５６ ２５２

NSFCＧ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３ ３ １３．０４ ６６９ ２２３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６ ７ １９．４４ １７６４ ２５２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７ ４ ２３．５３ １０６８ ２６７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４９８．２ ６４９８．２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１ ４ ３６．３６ １０２４．８ ２５６．２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７５ １０ １３．３３ ２４３５ ２４３．５

总计 ５７１ ８８ ２６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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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基础科学前沿”接收申请３７项,批准立项１２
项,直接资助经费３６００万元.

地球科学部联合管理科学部以“川藏铁路重大

基础科学问题”专项的形式,围绕“高原东部深部物

质结构构造及动力演化过程”“高原峡谷区内外动力

耦合致灾机理”“深埋超长隧道工程灾变机制”“铁路

重大灾害风险识别与预测”等４个方向,以及“超大

型铁路建设与科技创新融合管理”方向,分别通过专

家评审,同时资助了 ５ 个项目,专项直接经费近

７６００万元,每个项目资助强度达到自然科学基金委

重大项目的体量(其中地球科学部共接收申请１７项,
批准立项４项,直接资助经费为６１００万元).

地球科学部还设立了“极地基础科学前沿”专项

项目,从冰下基岩和湖泊科学钻探、南极气候环境

演化和北极多圈层相互作用三个角度,开展探索极

地海—陆—气—冰—生态耦合系统的基础科学问题

研究.针对东南极古大陆的早期演化、南极冰下湖

科学钻探选址与研究、南极冰盖结构与动力学模型、
东南极海洋环流与冰架的相互作用、西南极冰—海

相互作用与海洋生态系统、南极海冰变化的机制及

影响、南极冰盖对全球增温的敏感性、北极大气多要

素变化观测与诊断研究、北极快速变化的能量过程

研究、环北极海洋初级生产过程与生源要素循环、环
北极海—冰—气界面物质交换及其气候效应和北极

快速变化归因与环境效应研究等主题共资助了１２
个项目,资助直接经费３６００万元.这些项目的设

立,旨在为突破极地变化预测的关键技术瓶颈奠定

理论基础,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全球治理提

供科学支撑.

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发布了两期科技活动类

专项项目指南.其中,第１期科技活动专项项目共

接收申请５２项,批准３０项,直接资助经费４００万元;
第２期科技活动专项项目共接收申请３２项,批准

１７项,直接资助经费４４２万元.
此外,地球科学部还发布了１次“共享航次计

划”申请指南,用于资助海洋科学考察船和潜水

器,为必需进行海洋和极地科学考察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提供稳定、可靠的调查设施保

障.共接收项目申请２０项,批准１４项,直接资

助经费５０００万元.

２．６　试点学科分类评审情况

在２０１９年,地球科学部高度重视分类评审工

作,选择和支持大气学科结合学科特点进行试点.
大气学科以找准落实资助导向为抓手,明确了几个

重要问题:A类项目(亦称“从０到１”型),学科提出

“人无我有”的难点是准确找到“零”,评价原创性要

依托具体的学科层面(如数理化母学科/地球科学/
大气学科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使得评审具有很

强的可操作性;B类项目要强调“人有我优/特”,要
通过评审注意发掘出“硬型”(如“敢于硬碰硬”)和
“巧型”(如“四两拨千斤”)的项目;C类优先资助有

望破解国家“卡脖子”问题的基础研究项目;D类项

目,除了要明确交叉的学科外,还要回答不同学科交

叉的程度(如联合/融合/化合),以及交叉对于推动

学科范式改变的促进作用.
同行评议函用醒目的标记强调分类评审的评议

要点,提醒评审专家按照新导向评议项目.根据项

目的科学问题属性,有针对性的遴选专家.譬如,对

A类项目,尽量遴选战略科学家,发挥其对原创项目

的甄别力;对于C类项目的函评专家的遴选,一定要

注意多采用来自行业领域的科学家,发挥其把握国

家需求和可行性的优势.由于计算机辅助指派尚无

法自动检索适合各属性的评议专家,为此,学科工作

人员没有盲从“匹配度”等指标,投入大量精力调整

筛选专家.
同时利用“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学科咨询会

议”“专项项目评审会”“优青评审会”等对改革进行

宣讲,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学部领导汇

报过程与体会.在领导和专家的指导支持下,经过

多轮修改,在学科评审组预备会前,形成了适合大气

学科特点的评议要点解读.地球科学部将进一步总

结大气学科分类评审试点经验,将分类试点工作全

面推开.

３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２０２０年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改革升级２．０版实施的关键年.地球科学部将

重点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３．１　完善基于顶层设计的地球科学部发展战略

规划

　　进一步完善地球科学基础研究的战略定位.
在科学基金的资助体系中,应当首先强调服务国家

需求、国家目标、国家意志的战略定位,其次应通

过顶层设计和引导,实现立足地球科学前沿和原创

探索的战略定位,并且通过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

合,凸显促进新的理念、思路和研究范式形成的战

略定位.
坚持问题导向,提升科学基金服务原始创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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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需求以及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其中,问题导向

中的“问题”应重点面向国家需求背后的基础科学问

题,学科发展前沿需要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

资助过程中存在的立项和评审机制等问题.
围绕“宜居地球”总体战略目标,强化深地、深

海、深空、地球系统“三深一系统”顶层设计,形成地

球科学发展战略的四梁八柱,着力推进前沿布局.
配合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新设备等支撑系统,服
务于国家需求.

统筹协调,分步推进.将地球科学部的十四五

战略规划分为学部层次的宏观战略研究、学科层次

的支撑战略研究以及“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合作

研究,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贯彻“双轮驱动”的总体战略.地球科学部一方

面将继续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坚持

自由探索和国家需求两条腿走路.另一方面,将持

续推进项目指南产生机制和项目立项遴选机制

改革.

３．２　完善学科布局,优化申请代码

开展形式多样的学科调研,并对近年来资助项

目进行统计,进一步梳理各学科项目的资助绩效,
厘清学科的内涵与外延,摸清学科领域布局、人才

队伍建设情况,调研学科现状与发展态势,合理布

局,顺势而为.总结现有学科申请代码体系的经

验,以及地球科学部各学科,特别是地理学科和大

气科学学科申请代码优化调整的经验,为学科代码

调整和今后资助方向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各学科将

组织战略科学家对申请代码的知识逻辑与结构进

一步优化,落实调研成果,明确学科内涵与外延;
启动学科战略调研会,考虑学科的完整性和逻辑分

层关系,提出二级代码调整方案,体现学科发展方

向的前瞻和引领作用.以此为基础,完善对应的专

家库建设,将基于新版申请代码完善专家库,优化

研究方向和关键词.

３．３　完善人才和重大类项目立项和评审机制

积极完善关于人才类项目以及重大类研究项目

的评审机制,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基金改革的

要求.在２０１９年度地球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以及重大项目评审要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

加强顶层设计和调研,鼓励竞争,强化人才类项目评

审和重大类项目评审的要求.
进一步加强“戒拼盘”的评审要求,通过强调对

申请团队合作成果产出的要求,鼓励其团队成员共

同完成科研奖励、文章、项目等,为团队类项目的申

请打好基础;同时,进一步优化团队成员年龄结构;
建立相似度项目协调机制,通过协调跨学部的相似

度项目申请书获取,便于相关学科专家利用申请书

比对项目相似度程度,剔除学术不端在基金申请中

的不良影响,并合理规避泄密等问题,做好风险

防控.

３．４　深化探索基于国家重大需求的立项机制

继续深化探索重大科学问题凝练机制,以及响

应与国家重大需求相关的基础科学任务机制.进一

步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地球科学研究的优先资助领

域和国际合作领域.充分利用好“双清论坛”这一重

要平台,引导科学家致力于“面向国家需求”,结合前

沿科学问题开展研究.进一步完善择优遴选、鼓励

竞争的项目立项机制.

３．５　试点“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统一部署下,地球化学学科

将开展试点“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通

过调研对指标体系,信息采集、核实和交汇,以及培

训和宣传进行探索,将科学基金改革进一步推向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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