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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三级

管理体系构建与实施

王立龙

安徽师范大学科研处 , 芜湖

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

委 统计 ,在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下简

称自然基金 申请集中接收期间 ,共接收各类项 目

申请 项 ,基金委按照 《自然基金条例 》、自然

基金相关类型项 目管理办法 、 年度项 目指南

和申请通告的要求对申请项 目进行了初审 ,不予受

理项 目申请 项 。平均 的不予受理项目

给申请单位造成了损失 ,一些项 目内容较好 、研究

基础扎实的申请人员也因此失去了参与竞争的机

会 ,从而让依托单位的科研管理工作者承受了来 自

各方的压力甚至责任追究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是

国内目前最具权威性 、公正性的基金 ,是我国支持

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阁 ,而自然基金的申请是个

既严谨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阁 ,自然基金申请书作

为国家最规范的科研项 目申请书之一 ,其信息量

大 、涉及范围广 ,在撰写过程中 ,因申请人获取信

息的不完整甚至错误会导致申请书形式不合格 ,而

科研管理工作者虽能审查出常见的形式错误 ,却难

以对大量的个人信息和个别项 目的特殊要求进行

专项审查 。

笔者从事多年基金申请一线管理工作 ,对 自然

基金申请管理进行 了相关研究 ,取得 了一些 实

效比 〕。近年来 ,笔者对国内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的申请书形式审查工作进行了大量广泛而深人的调

研 。调研方式主要以与本地区基金联络网会员单位

探讨交流为主 ,同时关注国内有关依托单位的基金

申请经验 ,在申请实践中尝试采取不同类型的管理

体系 。 目前 ,国内大部分院校对于基金申请书的形

式审查多采用列举常见错误的单一条目式形式在申

请时发布 ,因无规范化的操作 ,在申请的整个环节都

存在不同程度的偶然因素 ,总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 。

近年来 ,部分依托单位对常见错误进行了表格化 ,条

理更加清晰 ,但仅单独将表格应用于申请者或者单

位管理者 ,没有发挥其完整功能 。通过几年来的总

结整合 ,在 年度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中 ,我校

制定了较为完善的 《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

明细表 》见附件 ,在具体实践中充分调动了个人 、

二级管理单位的管理积极性和规范性意识 ,构建了

申请人 、二级单位和学校三级管理体系 ,同时加以严

格的跟踪管理 ,高效地完成了年度 自然科学基金申

请任务 ,基本杜绝了因学校管理层面漏洞而造成项

目不予受理情况的发生 。现以 年度我校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为例将相关研究成果

及实践介绍如下 ,以飨读者 。

源头上保证申请者获取信息完整 ,强化其

自我管理

为了能保证申请者获取完整申请信息 ,从源头

上杜绝申请书形式审查中的不规范和错误问题 ,学

校科研处在基金委发布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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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及时

进行了文件的转发 ,同时将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

《 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及相应类型项

目申请文件告知申请人员 ,对于今年申请中出现的

变化加以重点告知 ,科研处还将往年我校及相关院

校的申请书常见错误进行整理后在科研处 网站

发布 。

科研处要求项目申请人在认真按照申请文件要

求撰写好申请书后 ,按照 《 年度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形式审查明细表 》严格审查自己的项目申请书 。

项目申请人在递交申请书到院系时 ,须同时递交一

份该项目的《 年度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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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 》,并签字确认 。这样一来 ,广大申请人员也

参与了申请管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 自我管理

是最积极的 ,也是高效的 。

中间环节抓二级单位专业性管理 ,提高其

责任意识

真正的专业性审查应该在院系层面 ,在 年

度的申请中 ,学校加大了院系对申请书形式审查的

责任 ,并进行了相关引导 ,在要求各院系科研秘书认

真学习申请文件的同时 ,督促各院系研究特殊项 目

的申请 ,进而做好专业型形式审查 。院系科研秘书

在接受申请人申请书时 ,须当面按照 《 年度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形式审查明细表 》逐一审查 ,不符合

要求的申请书务必要退还给申请人修改 ,学校指出 ,

此环节如因审查不严而造成的后果将由相关单位及

负责人承担 。并要求各单位科研秘书将审查后的

《 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形式审查明细表 》签字

加盖院系公章后随申请书一并报送到校科研处 。这

样一来 ,各院系感觉到了压力和责任 ,也理解了学校

管理的难度和专业性管理的重要 。但因为有操作性

较强的形式审查明细表可依 ,院系科研秘书能较快的

掌握审查要素 ,从而提高了其管理能力和管理意识 。

最后环节严把质且关 ,全力避免形式硬伤

在各学院科研秘书将申请书报送到科研处时 ,

科研处受理人员当面按照 《 年度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形式审查明细表 》逐一审查 ,不符合表格要求的

申请书立即退给申请人修改 。我们发现 ,通过三级

管理体系的严格运行 ,本年度科研处收到的项 目申

请书质量大幅度提高 ,返回院系修改的比例明显降

低 。 年度我校共 申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项 ,形式审查的时间紧 、任务重 、工作量大 ,科研处聘

请了专家对申请书进行了逐一严格的专业性形式审

查 ,专家们以科学的态度对每个 申请书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 。在针对 项申请书查重的问题上 ,科研

处及时与国家基金委保持联系 ,利用国家基金委的

查重系统进行了项 目查重工作 ,然后将专家审查出

的专业性问题和科研处审查时出现超项等问题的申

请书及时反馈给申请者修改 。

控制是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困 ,而时间控

制对于国家自然基金申请书的审查工作尤其重要 ,

科研处在对申请者 、二级单位报送到科研处的申请

书都有严格的时间进程安排 ,逾期将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以确保有充足的时间在各个环节发现问题时

可及时修改 。申报后期阶段 ,科研处根据时间进程

又多次反复审查申请书 ,力求将申请书填报错误率

降低到最小 ,最后 ,在确保学校盖章完整的情况下科

研处将申请书及时报送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顺利完成了年度申请任务 。

成效显著 ,完善体系以进一步提高管理

效率

依据 《 年度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形式审查明

细表 》,我校在 年度的自然基金申请中严格运

行三级管理体系 ,项 目申请书的质量得到了较好保

证 , 份申请书中有 份通过基金委审查 , 份

申请书因专业性附注说明未填写而未予通过 ,从学

校管理层面来说结果非常喜人 ,这种三级管理体系

构建及其实践成果得到了安徽地区自然基金联络网

成员单位的高度认可 ,并将在联络网推广应用 。

通过实践发现 ,今后此管理体系应根据不同的

管理层面和专业层面进行调整和完善 ,如加强院系

专业性管理内容细节的审查 ,在本年度 ,我校数学计

算机科学学院 位教师在申请数学天元基金时 ,附

注说明未填 ,而针对该项 目的申请书附注说明填写

有特殊要求 ,教师本人和院系均忽略了该要求 ,学校

针对大量不同类型项目申请只能提示申请者关注自

己申请项目的特殊要求 ,而无法尽到最后审查责任 。

在具体操作中 ,今后各二级单位可结合专业实际对

学校制定的总明细表进行增删 ,因为学校为顾及全

局在表的内容制作上往往大而全 ,这样就会让申请

者因面对大量内容不知哪些与 自己有关而无所适

从 ,不仅浪费了申请者 、二级管理单位和依托单位管

理者的大量时间 ,也会造成遴选信息时产生错误的

可能性 。

本管理体系是在具体管理实践和国内有关依托

单位自然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经验总结基础上而进

行的构建成果 ,因篇幅所限 ,附表仅为部分内容 ,希

望能为广大依托单位的自然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管

理工作提供参考 ,也期望广大科研管理工作者针对

本体系进行相关完善研究工作 ,共同提高自然基金

申请书等各级各类项目申请书的形式审查工作的质

量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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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形式审查明细表 注 限于篇幅 ,本表部分内容已侧除

请申请人和二级单位逐项认真审查 并在 “口 ”处打了 与本项目无关的项请打

项项 目名称称称 ·申请人人 学院院 科研处处

学学院院院 申请人人人人人人

申申请资格 、超项 、版本等孟点昌错部分分

已做超项检查 。 二高级职称 获得博士学位可以申请 ,但总参加项目不得超过两项 含在研 口口 口口 口口
,,, 中级职称的申请者须有两名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每年申请及负责在研的面上项目…… 略 。。。。。

阿阿阿 已做申请人资格审查中级以上在职或已获博士学位在职,不是在读研究生。。 口口 口口 口口
习习习 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没有超龄,并且未曾获得过……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版本号一致 。。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口 申请书为 年最新版, 年 月 日之后在基金委网站下载。。 口口 口口 口口
曰曰曰 ……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甚甚本信息部分 简表

资助类别 、亚类说明准确无误 ,附注说明已按要求填写 。。 口口 口口 口口

面上项目研究期限为 年 月 日一 年 月 日 口口 口口 口口
青青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期限为…… 略 。。。。。

下下下 申请人、项目组成员身份证号码、职称与学校人事档案一致。。 口口 口口 口口
·… 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报报告正文部分分

口口口 申请书按所报项目类别正文撰写提纲填写,无遗漏,内容规范、真实。。 口口 口口 口口
同同同 立项依据和参考文献书写规范,列出作者、论著题目、期刊名或出版社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等。。 口口 口口 口口

………… 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签签字和盖章页页

团团团 项目负责人亲笔签字。。 口口 口口 口口

项目组成员亲笔签字 为杜绝查重出现问题 ,决不能代签 ,否则后果自负 ,学校将严厉追究 申请人责任 ,这这 口口 口口 口口个个个问题将会造成其他老师的项目申请书同时作废 ,请高度重视 ,申请人务必要查清楚自己及项 目组成员在在在在在

研研研及今年参加项 目总数

合作单位公章已盖 红章 ,合作单位指外单位项 目组成员所在的法人单位 ,盖二级单位 、科技处公章无效 ,, 口口 口口 口口
无无无合作单位者除外 。。。。。

附附件件

厅厅厅 中级职称有 位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同行专家推荐信,推荐者亲笔签字,并注明单位盖章 、专业。。 口口 口口 口口
陌陌陌 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的导师同意函,在导师的同意函中,需要说明申请项目··,…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匡匡匡 有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提供国际合作协议书或境外人员的知情同意书或委托……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厅厅厅 ……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其其他注意事项项

不不万万 中级职称同时又是在职研究生……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管理科学部 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本年度管理科学部项 目· … 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口口口 ……略 口口 口口 口口
申请人 自查签字

时间

二级单位分管领导签字 院系公章
时间

学校科研处受理人审核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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