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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湘潭大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分析

蒋科兵 黄伟华 李 朋

湘潭大学科技处 , 湘潭

湘潭大学概况

湘潭大学 以下简称我校 坐落在毛主席家乡 ,

是毛主席亲自倡办 ,亲笔题写校名 ,亲切嘱托一定要

办好的省部共建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我校现有

个国家重点学科 、 个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

个湖南省一级重点学科 ,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 、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有国家地方

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 个 、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 个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个 、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 个 。近年来 ,我校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 目

项 ,省部级项目 项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等奖励 余项 被 、

收录论文数和论文国际被引用数在全国高校排

名稳定在 名左右 科研成果转化率居湖南省高校

前列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

力与技术支持 。

我校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立项情况

我校在科研工作中积极实施 “争高级别项目 ,出

高水平成果 ,筑高层次平台 ”的三高战略 ,其中争高

级别项目是良性循环的前提 ,只有在高级别项目稳

定科研经费的支持下 ,科研人员才能安下心来 ,潜心

开展研究工作并获得一批高水平的成果 ,为建设高

水平的学科和科研平台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 ,

在我校的广泛宣传与精心组织下 ,我校科学基金项

目的申报与立项呈快速增长趋势 。 年以来 ,共

申报科学基金项 目 项 ,批准 项 ,资助经费

总计 亿元 。我校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与立项情

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

项目申请与立项呈快速增长趋势

从表 中可见 ,我校科学基金项 目申报数从

年的 项增长至 年的 项 ,年均增长

率 。资助经费从 年的 万元增长至

年的 万元 ,年均增长率 。申报

数的快速增长 ,首先归结于国家对科学基金投人的

增加和公平的评审程序 ,使更多的科研人员有信心

积极申报科学基金项 目。其次是我校的高度重视和

学校整体科研实力的提升 ,使更多的科研人员有能

力积极申报科学基金项 目。

表 我校 `一 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立项情况

年份 申请数 资助数 资助经费 万元 资助率

合计

资助项目类型较为多样

从表 中可见 ,我校获资助项目的类型比较多 ,

主要还是面上项 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 ,共立项了

项 ,占立项总数的 经费 万元 ,占

总经费的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

点项目等层次的类型 ,学校也有立项 ,但数量还是

较少 。

表 我校 `一 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类型

项目类型
资助项

目数

资助经费

万元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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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类型
资助项

目数

资助经费

万元

科建设 ,优势学科不断加强 ,交叉学科得以发展 ,逐

步形成了以国家重点学科为龙头 、省重点学科为支

撑的优势学科群 。其中国家重点学科的负责人都得

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重点项 目等项 目的资

助 ,省重点学科负责人也都获得科学基金各类项 目

多次的资助 。

极大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我校在科学基

金项 目的组织实施中 ,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 ,着力培

育拔尖人才和科研后备人才 ,形成了一批领军人才

和创新团队 。同时 ,在科学基金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培养研究生 ,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创新力 。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领军人才的带领

下 ,我校建成了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 个湖南省 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 个湖南省高校科技创

新团队 。科学基金项目培养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有

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 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提名论文 。

显著提升了平台建设层次 。通过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的学术积累 ,逐步形成了优势明显的研究

方向 ,培养了创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 ,为我校建设高

层次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人才支撑 。近两年 ,我

校新增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及工程实验室

个 ,省级各类重点实验室 个 。有 个实验室顺利

通过评估或验收 ,其中 个被评为优秀等级 。

深人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科学基金项 目

作为承接开发项目的基础 ,为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问

题 ,形成 “基础一应用基础一开发 ”项 目链 ,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如我校连续承担了

个关于 “己内酞胺 ”的重点项 目 ,课题组历时多年

联合攻关 ,自主开发成功了环己酮氨肪化路线己内

酞胺全流程创新技术 ,一举改变了核心技术长期依

赖进口的局面 ,也让中国石化进入了全球知名己内

酞胺生产企业行列 。

︸玉︺︸

八厂︸`

中德科学基金项目

面上项 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对外交流与合作项目

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专项基金项目

合计

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较广

年以来 ,我校的面上项 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分布在除医学科学部之外的 个科学部中 ,其

中数理科学部 项 、经费 万元 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 项 、经费 万元 化学科学部 项 、经费

万元 ,其他科学部 项 、经费 万元 。

从表 中见 ,我校资助项 目数前 位的学科领域分

别为力学 、高分子科学 、数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凝

聚态物理 。资助项目多的学科领域都建有国家和省

级重点学科 ,其中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 、计算数学为

国家重点学科 化学 、物理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为湖

南省一级重点学科 。

表 我校 `一 年面上项目与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领域

项 目领域
资助项

目数

力学

高分子科学 含有机高分子材料

数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

凝聚态物理

计算机科学

化学工程

机械工程

有机化学

金属材料

宏观管理与政策科学

环境化学

其他

合计

资助经费

万元

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主要措施

为了规范和加强科学基金管理 ,营造有利于自

主创新的科研环境 ,我校在科学基金管理过程中主

要做了以下工作 。

不断加强科学基金管理制度建设

只有不断加强制度建设 、完善管理措施 ,才能引

导和推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上新台阶 。我校根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等法规文件的规定 ,完善

和制定了 《湘潭大学科研计划管理办法 》等一批管理

制度和文件 。这些规章制度涵盖了科学基金项 目的

,土︻曰门︺口尸̀,﹄内汀︸,乙山巧,﹄内乙,生口月

今自

科 学基 金项 目对我校 科研工作 的重要

作 用

科学基金项目的实施 ,在促进我校的学科建设 、

人才培养 、科研平台建设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有力促进了重点学科建设 。依托科学基金

项目基础研究的学术积累 ,极大地促进了我校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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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管理 、执行管理 、成果管理 、后期管理及经费管

理等各个方面 ,确保了我校科学基金管理工作高效

有序地进行 ,保证了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良性循环和

协调发展 。

构建全过程科学基金管理体系

我校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 、全覆盖的科学基金

管理体系 ,确保科学基金项目的顺利实施 。我校科

技处拥有一支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 、人员稳定的

专职基金管理队伍 。在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时 ,精心

组织 、协调全校的申请工作 ,对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内

容和信息的真实性认真审核把关 ,帮助老师避免非

学术性失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督促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按时撰写及提交资助项 目计划书 、项 目年

度进展报告等 ,及时解决项 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困

难和问题 。在项目结题时 ,督促项目负责人认真撰

写结题报告 ,编制经费决算等 。在项目后期管理中 ,

认真做好跟踪管理和成果推广工作 ,积极促进成果

的转化与应用 。此外 ,我校人事 、财务 、审计监察 、档

案等职能部门在项目申请 、经费使用与监管 、审计监

督 、学术道德建设及项目档案管理等工作中发挥了

各自职能 。

坚持三个结合 培养五种意识

我校对基金项目的申请和实施坚持三个结合

结合国家需求选择项 目方向 。申请的项 目不是

国家急需的 ,不是国际前沿的 ,就不可能出高水平的

成果 结合学科建设组织项目梯队 。强调科学

基金项目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 ,通过实施科学基金

项目提升学科水平 ,支撑学科发展 ,培养高水平的研

究生 结合岗位津贴促进项 目实施 。我校对出

高级别成果 、获高级别奖励的科学基金项目给予津

贴倾斜 。同时 ,我校要求科学基金申请者树立五种

正确的科研意识 正确的科研创新意识 。创新

是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科学基金研究的生命和

灵魂 正确的科研选题意识 。要立足于现有工

作基础结合国家需求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具体内
容 正确的科研过程意识 。研究题目确定以后 ,

在研究过程中严格按研究方案实施 ,并根据研究的

最新进展及时加以调整 。坚决杜绝 “申请时积极热

情 ,研究过程 、结题随便应付 ,结题后漠然置之 ”等不

良现象 正确的个人科研风格意识 。通过系列

科研活动形成个人思考与实践的特色 ,并在研究中

强化特色 ,展现个人科研风格 。五是正确的科研学

术规范意识 。要做到格守学术规范 、遵守学术道德 、

扎实治学 、老实做人 ,摒弃急功近利 、沽名钓誉的浮

躁心态 。

高度重视科学基金政策宣传

科学基金的政策每年都会有一些新变化和调

整 ,为了使每位老师及时掌握新政策 ,我们做了大量

的工作确保政策宣传及时到位 。 科技处及时将

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和政策变化作成宣传幻灯片 ,组

织各二级学院分管领导和科研秘 书集 中学习

科技处在每年 月份都会深入走访各二级学

院 ,组织科学基金政策的学习宣讲 ,同时对科学基金

申请进行发动和摸底 在我校相关网站全文转

载科学基金新政及解读 ,方便老师随时查阅学习

通过即时通讯 群在线及时解答老师关于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与执行的疑问 。同时 ,根据老师提

出的宝贵意见及时改进我们的管理 。通过宣传 ,学

校老师全面深人地了解科学基金管理的各种规定和

要求 ,从而在项 目申请 、执行过程中能自觉遵守各项

规定 ,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

积极开展科学基金管理交流

我校非常注重科学基金管理交流 ,积极参加各

种基金管理工作会议 。通过听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同志的报告与讲座 ,及与兄弟院校同行的交

流和探讨 ,学习了先进的管理理念 、高效的管理方

法 ,使我们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识 。在校内 ,我们也经常组织各二级学院的科学基

金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 ,互相学习好的经验和做法 ,

探讨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通过学习与交流 ,

使我们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及时改进 ,我

校科学基金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水平不断提高 。

巧 叮 巧 戌 盆 ' 兀以山 厌二

艺 , 二饰 云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