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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学基金培养造就人才

创新驱动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王先民 林 华 李成平 匡智祥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 , 长沙

“十一五 ”以来 ,湖南省 以下简称省 科学基金

的最大贡献就体现在为我省建设了一支比较稳定的

基础研究队伍 。现在 ,一支年龄结构合理 ,水平整体

提升明显的科研人才队伍基本形成 。 一

年间 ,所有通过验收结题的省科学基金项目共培养

博士 人 ,硕士 人 。其中仅对 一

年立项的重点以上项 目的统计 ,通过省科学基金的

培育 ,共有 人晋升高级职称 ,培养中青年学术带

头人 人 、博士后 人 。特别是省科学基金为申

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高层次的科学基金资助发挥

了重要的预研作用 ,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获得者承担过省科学基金 。省科学基金工作如何做

才能培养造就创新人才推进创新型湖南省建设 ,有

如下几点作法 、体会和想法 。

领导高度重视

省政府和省科技厅领导一直重视科学基金

工作

成立专门机构 。省科学基金计划于

年设立 , 年又设立了专门机构湖南省自然科学

基金办公室 ,规定规范了基金办公室的职能 。

逐年加大经费的投人 。省科学基金计划自

年设立以来 ,经费年增长接近 ,科学基金

作为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地位 日益凸显 。

地方法规的保障 。新修订的 《湖南省科技

进步条例 》中 ,明确规定省基金的相关内容 ,为省科

学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

创新科学基金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科学基金资助体系 更加侧重人才

目前科学基金资助体系分为研究和人才系列 ,

人才系列分为青年人才 、杰出青年和创新研究群体 。

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职能 ,扩大科学基金规模 ,

目前设有多种联合科学基金 ,包括省市联合科学基

金 、院校联合科学基金和青年人才联合科学基金 。

这些联合科学基金就是培养人才 ,省市联合科学基

金就是解决企业生产实际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培养

产业人才和团队 。青年人才联合科学基金的设立就

是提前布局为 周岁及以下年龄的尚未主持过省

部级及以上项目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步登高阶

梯 ,以保持青年人才优势 。

更加侧重人才 ,就是要认真研究人才成长规律 ,

打造一个完整的 、相互衔接的人才资助和培养链 。

优化省科学基金人才系列项 目年龄层次 ,对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在资助年龄上形成梯度 ,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人才系列形成无缝对接 ,组成国家 、省级完

善的人才资助体系 。一名具有创新潜力的科研人

员 ,通过竞争 ,可以连续获得 年的国家 自然科学

基金和省科学基金的稳定支持 。

切实提高人才科学基金资助强度和比例 ,加快

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省科技厅从有限的资源中加大对科学基金的支

持 ,科学基金又从有限的资源中拿出大比例的资金

支持人才及团队的培养 。一是切实提高人才资助比

例 。在申报指标的分配上 ,在立项的比例上 ,向人才

系列倾斜 二是切实抓好创新群体 、杰出青年两个高

端人才系列项 目 ,培养造就大科学家和人才团队 。

比如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强度从 年的

万元提高到现在的 万元 , 年设立创新研究

群体 ,资助强度为 万元 。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数

在其他类型项 目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从 年的

项增加到 年的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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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国家 省 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等对基

础研究的作用 ,形成人才洼地 人才比喻成水 ,洼地

则聚水

给予国家 、省重点实验室单独申报指标 要求依

托单位将支持重点向国家 、省重点实验室倾斜 充分

发挥国家和优秀的省重点实验室的创新团队培育功

能 充分发挥国家 、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对人才的聚

集效应 ,充分发挥重点学科优势 ,推进项 目 、学科 、平

台 、人才一体化 。

加强省科学基金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预研

功能 ,造就一流人才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多少是衡量一个

地方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 。我省 年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突破 亿元 ,项目 项 ,

即有 人获得支持 。如果每个项目以 人团队

计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就为我省培养人才

人 。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我们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把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研作

为提升我省基础研究水平的重要切人点 ,先后修订

完善章程和两个管理办法 ,制定了一系列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为导向的政策规定 ,省科学基金成为争

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练兵场 ”和 “跳板 ” 二是实

施重点突破战略 ,着眼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

要 ,重点支持医学 、工程与材料 、生命科学 、化学 、信

息 类优势学科 ,解决了一批基础性难题 ,形成了

“基础一应用基础一开发 ”研究项 目链 ,成为承接国家

项目的基础 三是不断创新管理 ,如推行通讯评审

“盲评 ” ,严格合同管理 ,加强宣传动员等 ,品牌效应

进一步显现 。

今后努力方向

进一步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完善科学基金

项目的全过程管理和成果应用 ,强化项 目管理流程 ,

提高科学基金的管理信息化水平 加强专家信用管

理 ,强化信息公开制度 ,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增强科

学基金管理的科学性 、规范性 。

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力度 。

着眼全省人才工作大局 ,坚持服务地方发展 ,创新机

制 ,高端引领 ,整体推进 ,加强人才资助系统布局 ,打

造基础研究人才资助培养链 ,促进我省基础研究人

才结构和布局更趋合理科学 。青年科学基金要着力

稳定青年科技队伍 ,充分发挥青年人才创新思维活

跃的优势 ,激励创新探索 ,为基础研究队伍建设提供

源源不断的后继力量 。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要坚持

高端引领 ,构筑资助拔尖人才高地 。要进一步扩大

青年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规模 ,支持青年

科技人员开展基础和原创性研究工作 ,大力释放青

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激情和探索需求 。

加快提升高校院所创新的能力 。加强优势

学科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 ,培养高水平科研人

才 ,多出原创性科研成果 依托国家 、省重点实验室

等平台 ,进一步完善创新研究群体高端人才计划建

设 同时对实施成效优秀的项 目给予连续支持 ,进一

步加强项目资助与人才培养计划的衔接 ,对接省科

技重点计划 ,畅通连续资助渠道 ,形成项 目链和学

科 、项目 、平台 、人才一体化 。

进一步加强省科学基金对企业原始创新能

力的引导作用 ,强化省科学基金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

重点培育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

人才队伍 ,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科学问题 ,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 ,基本形成企业出

资金提需求 、高校出人才做项目 、科学基金出政策搞

管理的官一产一学一研一条龙的良性发展态势 。

建立健全科技资源协调机制 ,争取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再创新高 。加强省科学基金的

顶层设计和布局 ,对内与人才计划和实验室等平台

计划 、对外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做好衔接 ,瞄准国

家科技战略需求 、国家基础研究主要发展方向 ,使

科学基金工作始终坚持聚焦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 ,

配套国家创新群体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充分发挥

省科学基金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预研作用 ,争取

更多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造就一流人才和

团队 。

云乞 , 二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