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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重要人

才类项目.本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获“优青”项目资助数据及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获“杰青”项目资助数据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对从“优青”成长为“杰青”的２２８人进

行全面剖析,尝试从年度趋势、单位属性、地区分布、获其他人才项目情况等角度分析“优青”成长为

“杰青”的规律,并分析探讨提高人才资助效益的举措.

[关键词]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科研管理;人才成长;资助效益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

才的自由探索是国家创新的生命力,党中央和国家

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为人才培养、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环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人才作为第一资源,
对于新旧动能转化、科技创新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

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指出:要营造良好创新

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

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

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

“十三五”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为适应基础研究资助管理

的阶段性发展需求,提出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
基于科学问题属性,将科研活动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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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不同类型[１];逐步构建探

索、人才、工具、融合四位一体的资助格局.人才项

目设计愈发科学,布局日趋合理,对我国基础研究起

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人才项目中的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

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

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优青”
项目于２０１２年设立,申请人年龄要求男性３８周岁

以下,女性４０周岁以下.“优青”项目的设立使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形成了包括“青年基金—“优青”基
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创

新研究群体项目”在内完整的基础科学人才资助链,
人才培养的功能完整性大大加强[２].

“杰青”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

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
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海外人才,培养和

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１９９４年３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杰青”项目,并委托自

然科学基金委负责实施管理.“杰青”要求申请人年

龄４５周岁以下,它的设立有效地改变了跨世纪学科

带头人“青黄不接”的局面[３].“杰青”已经成为我国

风向标式的高端科技人才资助项目,几乎成为每一

个中青年学者的奋斗目标,也是每一个科研院校所

必争的人才项目.“优青”和“杰青”的获资助数量都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所高校的科研人才质量.
本文通过分析成长为“杰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

“优青”获得者(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的单位、地区、获其他

人才项目情况等特点,研究“杰青”、“优青”项目对人

才成长的支撑作用,探讨促进人才成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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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优青”“杰青”项目总体概况

自２０１２年设立“优青”项目以来,共有２７９８人

获得项目资助[４],平均资助率为９．９６％,随着申请

量逐年增加,资助量维持在每年４００项左右,资助率

逐年降低.其中２０１３年资助率最高,为１３．４９％,

２０１８年资助率最低,为７．３８％.２０１２年“优青”项
目设立之初,申请量为３５８７项,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中

最高,初步分析认为:在项目设立之初,一方面很多

人抱着尝试的心态进行申报[５],另一方面原计划申

报“杰青”的青年人才转而申报“优青”,通过２０１２年

与２０１１年“杰青”项目申报数及资助率的比较印证

了这一猜想.２０１２年“杰青”申报数为１９４２项,资
助率１０．３０％,与２０１１年申报数相比减少了７９项,
而按照往年申报数逐年增多的规律,可以看出“优
青”的设立为“杰青”分流了一部分科技人才[６],这两

方面导致２０１２年“优青”申请量达到高峰.自２０１６
年起,为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科研人员申报“优青”项
目,自然科学基金委实行“优青”申请时不限项的政

策,直接导致２０１６年“优青”申请量较２０１５年增加

了２５．３７％,资助率下降了２．３０％.限项政策放开

以后,其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杰青”项目.
自１９９４年设立“杰青”项目以来,从首批入选的

４９人到目前每年稳定资助２００人左右,每项资助额

度由最初的６０万元上升到３５０万元(３５０万元为直

接费用,数学和管理科学为２４５万元/项),自然科学

基金委对“杰青”项目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截至

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资助３９９５项“杰青”项
目,平均资助率为１１．３１％,与“优青”情况相同,申
请数逐年递增,资助率逐年下降,竞争愈加激烈.

２　“优青”成长为“杰青”总体情况分析

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指南中的限项申请规定:
正在承担“优青”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杰青”项
目,但结题当年可以申请.因此第一批“优青”获得

者在 ２０１５ 年 可 首 次 申 请 “杰 青”项 目.通 过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获 “杰 青”项 目 资 助 的 ７９３ 人 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获“优青”项目资助的１５９９人进行分

析发现,获得过“优青”资助的“杰青”共计２２８人(以
下简称“双青”),占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获“优青”资助人

数的１４．２６％,占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获“杰青”项目资助

人数的２８．７５％.从数据来看,达到了自然科学基

金人才资助链条中从“优青”成长为“杰青”的设想.

２．１　年度趋势分析

首先通过对“优青”获得者结题当年、结题后１
年、２年和３年申请“杰青”项目获资助情况进行分

析,得出图１曲线.可以看到,“优青”结题１年后申

请“杰青”获资助人数最多(７６人),“优青”结题２年

后获“杰青”资助年度平均人数最多(３３．５人/年).
且年均人数随着结题时间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图１　“优青”项目结题各阶段成长为“杰青”情况

的趋势,在结题２年后达到峰值.说明经过一定时 间的科研积累,申请者具备更强的科研实力,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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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青”资助更有把握.但随着结题时间增加,年龄

递增,满足“杰青”申报条件的“优青”获得者逐渐减

少,因此“优青”结题３年后获得“杰青”资助的年均

人数与结题２年后年均人数比较有所减少.笔者推

测,随着“优青”结题年份的增加,获得“杰青”资助年

均人数(“优青”结题４年后成长为“杰青”数量,即

２０１２年“优青”获得者于２０１９年成长为“杰青”人

数)将持续下降.
其次,本文通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各年度“优青”

获得者在结题当年、结题１年、２年和３年后每年获

“杰青”资助的人数进行比较,得出图２趋势曲线.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结题３年后获“杰青”资助的人

数为单一数外,其余结题年份随着“优青”获资助年

份递增,“双青”人数均是逐年下降趋势,这与每年

“杰青”申报者逐年递增有关.为了比较申报“杰青”
人数相同时,随着时间增加“优青”成长为“杰青”的
变化趋势,本文基于２０１５年申报“杰青”人数(２１４８
人),得出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优青”获得者结题当年、１
年、２年和３年后获得“杰青”的相对人数,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增加,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优青”获得者结题后各

年度成长为“杰青”的人数(比例)均呈下降趋势,说明

随着时间增加,“优青”培养资助成效逐年下降.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优青”成长为“杰青”趋势图

２．２　依托单位、地域分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双青”获得者来自９３家依托单

位,其中高等院校５７所(３１所“９８５工程”大学、５０
所“２１１工程”大学及３７所“双一流”高校),中国科

学院隶属研究所３０个,其他研究机构６个.依托单

位为“双一流”高校的“双青”人数为１５２人,占依托

单位为高校“双青”人数的８８．３７％,占所有“双青”
人数的６６．６７％,具体数据详见表１.从图３和图４
也可看出,“双青”获得者的依托单位为高校的单位

数量及人数均占绝对优势.

表１　截至２０１８年“双青”获资助者依托单位分布情况

高等院校

“９８５”
工程

“２１１”
工程

“双一流”
高校

中国科学

院隶属

研究所

其他

研究

机构

合计

依托单

位数量
３１ ５０ ３７ ３０ ６ ９３

获资助

人数　
１３２ １６５ １５２ ５０ ６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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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双青”依托单位数量占比

图４　“双青”各依托单位人数占比

　　对９３家依托单位获“双青”资助人数进行排名

(见表２),得出“双青”人数排名前８位(含并列人

数)的２２家依托单位中,有２０所等院校,“双青”人
数为１４０人,占所有获资助人数的６１．４０％,其中排

名前７位的１２家依托单位“双青”人数占所有获资

助人数的近一半,为４８．２５％,分别为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浙江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东

理工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可以看出,这１２家依托

单位除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中国科学

院隶属研究所外,另外１１家均为高等院校,且“双一

流”高校占比９０．９１％.进一步观察发现,这１１所

高等院校均为学科较齐全、科研实力强劲的综合

性大学,且理工类见长的高校占比超过５０％,为
６３．６４％.由此可看出,综合性大学对青年科技人才

的培养力度和成效较显著,且“双一流”高校在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方面优势明显.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双青”获得者分布于２０个省市

地区,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为北京、上海和江苏,这些

省市均为我国科技、经济、教育较发达地区,其中北

京、上 海 两 市 “双 青”人 数 占 比 超 过 ５０％,为

５８．７７％;“双青”人数仅１人的地区为河北、江西、山
东和云南;“双青”人数为０的省市为重庆、山西、河
南、海南、贵州和青海,这几个地区大部分为我国教

育相对落后或人均教育资源相对偏少的地区.可

见,地理位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优秀青年人才分

布基本一致,具体数据详见表３.

表２　“双青”获资助者依托单位分布情况

序号 依托单位
“双青”
人数

累积人数 序号 依托单位
“双青”
人数

累积人数

１ 清华大学 ２５ ２５ ７ 华东师范大学 ４ １１０
２ 北京大学 ２０ ４５ ８ 北京交通大学 ３ １１３
３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

科学研究院
１１ ５６ ８ 东南大学 ３ １１６

４ 浙江大学 ９ ６５ ８ 南京大学 ３ １１９

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９ ７４ ８ 首都医科大学 ３ １２２

５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６ ８０ ８ 四川大学 ３ １２５

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６ ８６ ８ 苏州大学 ３ １２８

５ 上海交通大学 ６ ９２ ８ 天津大学 ３ １３１

６ 复旦大学 ５ ９７ ８ 同济大学 ３ １３４

６ 华南理工大学 ５ １０２ ８ 西安交通大学 ３ １３７

７ 华东理工大学 ４ １０６ 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
３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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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双青”获资助者地区分布情况

序号 省份 数量 序号 省份 数量

１ 北京 ９１ １１ 辽宁 ５
２ 上海 ４３ １２ 四川 ４
３ 江苏 １５ １３ 甘肃 ３
４ 浙江 １１ １４ 吉林 ３
５ 安徽 １０ １５ 福建 ２
６ 湖北 １０ １６ 湖南 ２
７ 陕西 ７ １７ 河北 １
８ 广东 ６ １８ 江西 １
９ 黑龙江 ６ １９ 山东 １

１０ 天津 ６ ２０ 云南 １

２．３　获其他人才项目资助情况分析

“四青”人才是指中组部“千人计划”中的青年千

人计划(以下简称“青千”),中组部“万人计划”中的

青年拔尖人才(以下简称“青拔”),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中的青年长江学者(以下简称“青长”),自
然科学基金委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
青”).其中“青千”要求申请人年龄４０岁以下,每年

引进４００名左右;“青长”要求３８岁以下,每年遴选

２００名左右;“青拔”要求男性３５岁以下,女性３７岁

以下.截止到２０１８年,“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共

评选三批,第一批入选了１９９人,第二批入选３５４
人,第三批入选１８９人,共计７４２人.

图５　“双青”中获其他人才项目资助占比

本文统计了２２８名“双青”中获“四青”人才项目

情况.“双青”获得者中,“青千”１５人,“青长”３３人,
“青拔”５１人,分别占“双青”获得者比例的６．５８％、
１４．４７％和２２．３７％.“青拔”和“青长”共同获得者

有１８人,占比７．８９％.从国家资助数量上看,“青
千”最多,“优青”次之,在一定程度上,两类人才项目

分别是对国外和国内取得成果的一个阶段性认定.
从“双青”中“青千”的比例也可看出,“青千”与“青

长”和“青拔”相比,获得“优青”项目难度更大.另

外,“青拔”和“青长”每年资助数量较少,与“优青”相
比更有显示度.“四青”人才项目总体上各有侧重,
相辅相成,获资助者在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下快速

成长为学术带头人,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撑.
“双青”中“青拔”和“青长”共同获得者１８人中,

有来自南开大学的朱守非教授,他于２０１２年“优青”
项目设立当年获得项目资助,２０１３年获得首届“青
拔”项目资助,２０１６年获得“青长”项目资助,并于

“优青”结题１年后(２０１７年)获得“杰青”项目资助,
获资助时年龄为３９岁,比全国“双青”获得者获“杰
青”时平均年龄(３９．７５岁)小０．７５岁,比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杰青”获得者平均年龄(４１．８０岁)小２．８０
岁.可以看出,“四青”人才项目的资助有助于其独

立开展基础研究工作,为其积累了宝贵经验并获得

行内专家的认可,进而为获得“杰青”积累资历.

３　人才成长对策探讨

３．１　做好人才跟踪服务,梳理整合人才计划

近年来,国家多部委、各省区市纷纷推出各种人

才计划,为吸引、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上述“优青”成长为

“杰青”的年度趋势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优青”培
养成“杰青”的数量逐年降低,说明“优青”培养机制

与人才成长需求存在不协调的现象.为进一步提升

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的力度与成效,建议加强人才跟

踪服务,获资助的人才项目,要对其研究成果、科研

绩效进行跟踪服务,结合动态评价进行动态调整,以
保证获资助人才项目的资助成效.

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定位于支持从事基础研

究的青年优秀人才快速成长,是对获资助者的一种阶

段性认可和支持,而不是为其贴上“永久”的标签.从

国家层面上来看,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对当前国家

级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切实精简人才“帽子”,建
立一套完整的人才计划体系,避免政出多门、定位重

叠.对体系内的人才项目,要完善评选机制,做到公平、
公正、公开,让公众参与监督.改变重评审程序轻研究

过程,重“帽子”轻实绩的窘状,真正为国际科技前沿的

研究,原创科研成果的产出做好带头人的培养工作.
３．２　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鼓励青年

优秀人才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高校流动

　　科研无地域无国界,自然科学基金委应加大对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项目评审中,在申请

者水平相同或相近情况下,优先资助经济、科技欠发

达地区的优秀青年人才.为防止人才聚集的“马太



　
第５期 刘亚君等:基于“优青”获得者成长为“杰青”情况分析探讨人才成长对策 ５０１　　 　

效应”,缩短经济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国务

院发布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

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８〕２５号)[７]明确提到,“完善有

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切实精简人才‘帽子’:西
部地区因政策倾斜获得人才计划支持的科研人员,
在支持周期内离开相关岗位的,取消对其相应支

持.”教育部也发文“不鼓励东部高校从中西部、东北

地区高校引进人才[８].”因此保证西部大开发、东北

振兴的人才储备,需要国家层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

斜.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试点开放部分港澳地

区机构的科学技术人员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是科研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建议在人才布局

中,考虑对西部及东北地区设置一定比例的项目资

助,鼓励更多的年青科学家潜心科研,产出更多一流

的成果,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３．３　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建立长期稳定支持机制

　　从前文图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优青’成长为‘杰
青’趋势图”可看出,基于２０１５年申报“杰青”人数

(２１４８人)得出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优青”获得者结题

当年、１年、２年和３年后获得“杰青”的相对人数逐

年下降,但随着结题年份增加,各年度成长为“杰青”
的“优青”人数趋于稳定,说明科研成果的产出是循

序渐进、逐步积累的过程,因此应根据人才成长的规

律,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建立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国

家及各单位应科学制订人才培养规划,全面提升人

才队伍素质,改革现有科研评价体系,适当延长考核

周期,对高度“被看好”的青年人才建立长期稳定的

资助模式,同时引入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各单位自

主布局基础研究,通过设置自主科研项目,鼓励更多

年青科学家潜心研究,积累经验,产出原创性成果.
总之,人才的培养是个系统工程,要进一步积极

探索和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律,结合各单位自身

实际,超前谋划,统筹考虑,明确思路,扎实推进,只
有这样才能建设一支专业素质过硬、充满创造力和

创新思维的人才队伍,为国家科研实力提升、“双一

流”高校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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