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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在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

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１７９２３项,比２０１７年度同比

增长１５．３９％.因超项违规等原因不予受理项目申

请１９１项,占项目申请总数的１．０７％.初评阶段接

收并受理“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４０项,经审查,
因复审申请手续不全原因不予复审１４项,维持原处

理决定２６项.
化学科学部在评审资助工作中始终坚持鼓励原

始创新思想,关注学科发展瓶颈,推动交叉领域研

究,重视青年人才培养,支持实质性国际合作,坚守

科研诚信底线.２０１８年８月经委务会集中审批,化
学科学部资助项目３６７５项,资助金额２０９０９９．６万

元(直接经费,下同).

１　各类项目的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１．１　面上项目

１．１．１　受理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７８１１项,比
２０１７年的６５７７项增加１２３４项,增幅为１８．７６％.
面上项目资助１７３７项,资助经费１１３１８０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６５．１６万元/项,资助率２２．２４％.
１．１．２　几点特征

(１)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每份申请项目

均选 送 ３ 位 同 行 专 家 进 行 通 讯 评 审,回 收 率 为

１００％.(２)四年期面上项目资助强度为４６—６８．５
万元/项;本年度未资助小额面上项目.(３)面上项

目申请单位共计６７８个,获资助单位２７４个,占申请

单位总数的４０．４１％.其中获资助１项的单位有

１０２个;获资助２—５项的单位有９４个;获资助６项

以上(含６项)的单位有７８个,包括６４所高等院校

和１４所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心,共获资助项目

１３５７项,占面上项目资助总项目数的７８．１２％,获
资助经费合计８８５２９．２万元,占面上项目资助总经

费的７８．２２％.(４)化学科学部在综合通讯评议结

果的基础上统计分析了面上项目申请书的质量,并
与青年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评议结果进行了对

比,结果见表１.

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７０８６
项,比２０１７年的６１６１项增加９２５项,增幅为１５０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１５４５项,资助经费３９２６０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５．４１万元/项,资助率２１８０％.
三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为１９—３０万元/
项;两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为１７．５—

２５．４万元/项,申请人均为在站博士后.

表１　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８年面上、青年、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质量统计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通讯评议全优 均为优先资助 通讯评议全优 均为优先资助 通讯评议全优 均为优先资助

项目数 ５５４ ４５５ ４０８ ３５１ ４５ ３４

百分比 ７．０９％ ５．８３％ ５．７６％ ４．９５％ ３．３３％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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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３５０项,比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１２项增加１３８项,增幅为

１１．３９％.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２３５项,资助经费

９４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４０．００万元/项,资助率

１７．４１％.四年期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为

３２．６—４２．１万元/项,本年度未资助小额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１．４　重点项目

１．４．１　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

(１)２０１８年项目指南公布了化学科学部重点项

目领域７６个(包括７个科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群),接收项目申请共计２７７项,平均每个

领域有３．６４项申请.
(２)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重点项目每份申请项目

均选送５位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在通讯评审的

基础上,学部办公会严格审核项目的质量,本着宁缺

勿滥的原则,推荐优秀的项目参加会评答辩,部分领

域因申请项目质量不高、创新性不强而不再立项.
(３)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重点项目推荐答辩８３

项,实 际 到 会 答 辩 ８２ 项,资 助 ６２ 项,资 助 经 费

１９５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１４．５２万元/项,资助率

２２．３８％.

１．４．２　２０１９年资助计划

经专家组讨论确定,化学科学部建议在２０１９年

重点项目指南中公布重点项目领域７８个(含６个科

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重点项目群).

１．５　重大项目

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８年先后发布了６个化学领域

的重大项目申请指南,根据财政部对项目经费使用

规定的要求,经过学术评审和预算评审,最终资助６
个,分别为“面向能源相关小分子活化/转化的多孔

配合物及其衍生物”“新型稀土有机配合物的成键及

反应性”“共价与非共价键协同的可控超分子聚合体

系”“肿瘤标志物的精准测量及其分子机制”“面向低

碳能源转化关键反应的二维催化剂设计与应用”和
“离子液体功能调控及在反应分离新过程中的应

用”,资助总经费为１１６４７．６万元.

１．６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化学科学部今年共有７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在

执行期间.“功能导向晶态材料的结构设计和可控

制备”“可控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多相反应过程

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和“大气细颗粒物的毒理与

健康效应”(联合重大研究计划“中国大气复合污染

的成因、健康影响与应对机制”的第二部分)４个重

大研究计划处在集成阶段,后２个与其余３个重大

研究计划,包括“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生
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和“多层次手性物质

的精准构筑”(２０１８年新实施),于２０１８年发布了年

度项目申请指南,目前已完成受理,处于评审阶段.

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４３３项,女性申请者４６人,占申请人总数的

１０．６２％.推荐至化学评审组会议答辩４５项,得票

过半数３８项,建议资助３０项.经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审定,资助３０项,资助经费

１０５００万元.

１．８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７５０ 项,女性申请者 １７４ 人,占申请人总数的

２３２０％.推荐答辩８２项,其中女性１５人,占答辩

人数的１８．２９％.资助５７项,资助经费７４１０万元,
其中女性９人,占资助人数的１５．７９％.

１．９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２９
项,经通讯评审,推荐８个群体参加答辩,其中５个

群体得票过半数并获得资助,资助强度１０５０万元/
项,资助期限６年.获资助群体分别是以清华大学

刘冬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功能体系的超分子调

控基础”创新研究群体、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游书力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面向烃类分子

转化的金属有机化学”创新研究群体、中山大学苏成

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配位自组装与金属—有机

材料化学”创新研究群体、北京大学吴凯教授为学术

带头人的“催化转化中的表面物理化学”创新研究群

体和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马光辉研究员为学

术带头人的“面向疫苗的‘生物颗粒设计’和工业转

化”创新研究群体.

１．１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申请３８项,推荐答辩１３项.通过评审,资助９
项,资助经费２１６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２４０万元/
项,资助期限为５年,合作方包括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

１．１１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两年期项目申请２３项,资助７项,资助强

度均为１８万元/项;四年期延续资助项目申请７项,



　

　５７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８年

推荐答辩 ３ 项,资助 ２ 项,资助强度均为 １８０ 万

元/项.
１．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石油化工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石油化工联合基金(简称石油化工联

合基金(A 类)),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５５４项

申请,其中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５１项,培育项目申请

５０３项,目前已完成受理,处于评审阶段.
(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核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核

技术创新联合基金,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重点

支持项目申请２２项,推荐答辩９项,拟资助６项,平
均资助强度２８０万元/项,资助期限４年.
１．１３　专项基金

(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由科学部负

责受理和组织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在此基础上按计

划指标推荐部分项目到全委统一组织的评审会议上

进行答辩.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８６项,占全委申请

总数的１４．３１％.通过竞争,有１５项获得资助,资
助经费１０７５３．６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７１６．９１万元/
项,资助率１７．４４％.

(２)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２０１８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４项,经同行专家通讯评审,推
荐２个项目到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上答辩,经讨论、
评审和投票,推荐１个项目到基金委组织的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评审会答辩,经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专家委员会评审未获资助.
１．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２０１６年开始试点

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经过公开征集立项建议、学
部研讨、学部主任办公会推荐、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竞争答辩遴选,化学科学部２０１８年推荐１项到基金

委组织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评审会上答辩,经基础

科学中心评审委员会评审未获资助.

２　未来评审与资助工作的思考

中国化学基础研究已从量变到质变,发表论文

已连续６年居世界首位,高水平论文数仅次于美国,
也产出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学成果.但我们

也应清醒的认识到,居前列不等于引领和开创,化学

大国不等于化学强国,中国化学仍面临基础研究突

破与引领的挑战,如: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极少;开
辟的新领域、新方向极少;颠覆性、变革性的技术极

少等.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国家需求与全球挑战、科
学研究范式变革及学科交叉融通,基金委新一届党

组在八届一次全委会上提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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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旨在

促进各学科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从大到强

的转变.科技新时代自然科学基金管理要坚持科技

创新和管理创新双驱动策略,化学科学部将进一步

完善评价体系,从明年起将在项目分类评审、项目指

派评议、人才项目遴选等方面率先实施改革.

２．１　试点分类评价,完善评审体系

新时期资助导向强调创新、前沿、需求、交叉,根
据基金委党组今年提出的３２字资助导向,化学科学

部将聚焦这四个方面开展项目评价与资助工作.学

部计划明年在全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试点分类评

价,这要求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书时需要明确并标注

所申请项目的研究类别.学部将针对这四类不同的

研究属性,确立并制定相应的评价要素,争取实现差

别化评审.专家在明确研究特征的基础上进行更加

精细化和有针对性的评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

试.学部希望通过整个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的梳

理,进一步完善基金委的分类评审体系.每个学科

及每类研究属性所反应出的科学内涵及本质不同,
学部将会同专家共同努力做好此项工作.

２．２　改革指派模式,护航公正评审

基于科学共同体内互信的学术生态,确保同行

评审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公平性,加强基金委的学术

型管理机构定位,提升基金管理绩效,解决基金委管

理人员岗位缺乏、专业知识范围有限等问题,化学科

学部将试行“通讯评审阶段专家—管理人员共同指

派”的工作方案,保障评审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计算

机辅助指派与专家库维护和关键词维护密切相关,
因此学部计划明年在计算机辅助指派的基础上,发
挥同行专家专业化功能,在特定的学科及研究方向

上聘请一线的学者与学科工作人员一同指派,形成

相互制约和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基于互信的评价

方式在完善回避制度的同时,将助力实现精准指派

和卓越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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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优化学科布局,促进交叉融通

化学科学部根据国际发展态势、项目申请与资

助情况以及原有学科代码体系的特点与问题等,提
出了科学问题与目标导向的全新的学科代码体系构

建方案,并于２０１７年底实现了学科代码重组.新的

学科资助代码涵盖了学部原有研究领域和方向,以
化学主要研究方向进行分类,体现学科交叉,为学科

新的生长点预留了空间.新学科代码研究方向涵盖

了作为化学核心内容的合成化学,作为化学基础的

催化与表界面化学、化学理论与机制、化学测量学,
以交叉融合为特征的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环境化

学、化学生物学,以工业生产为导向的化学工程与工

业化学.基本构建了符合知识体系内在结构和逻

辑、适应创新发展的学科布局,体现国家重大需求与

知识体系统一相融的资助格局.

２．４　坚守科学精神,遴选优秀人才

科技界给予青年科学家很高的期望,基金委设

立各类人才项目为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提供条

件.化学科学部历年来在遴选各类人才项目答辩候

选人时,在基于函审意见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四方

面进行考察:一是学术规范性;二是工作独立性;三
是研究独特性;四是发展均衡性(包括领域、性别、地
区等).其中,能否坚守“科学精神”是最重要的评判

标准.所谓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主要包括:客观

介绍自己研究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充分尊重团队每

个成员的贡献,严格遵守学术道德和规范,恰当使用

他人的引用和评价等.遴选全程采取公开透明的方

式,旨在将优秀的青年人推荐上会,由此呼吁广大科

技界同仁坚守良知和科学规范,履行应尽的职责并

有所担当,从而赢得国内外同行的尊重和认可.同

时,学部鼓励广大青年科学家努力开展原创性工作.
学部倡导对人才的评价回归人才项目的研究属性,
评价将更加注重规范的学术表达,加大拟开展工作

的比重,持续推进独立工作的引导、独特工作的激

励、分类评审的评价等.学部将以更大的强度和决

心依次规范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基金

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人才类项目的遴选、评
审与资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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