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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２０１８年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２０１８年度信息科学部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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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
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分管委主任指导下,信息科学

部主要负责人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带领学部全体

工作人员认真组织做好２０１８年度各类项目评审工

作.学部认真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我委

的各项管理办法;贯彻落实我委«２０１８年度科学基

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和«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计划»;充分发挥专家对所评项目的学术判

断力及对学科发展方向和关键科学问题的宏观把握

能力;加强激励创新,把项目创新性放在评审工作的

首位,重视学术贡献与质量;坚持回避制度和保密原

则;顺利完成了２０１８年度的各项评审工作任务.

１　２０１８年度项目评审工作的总体思路

严格遵守基金管理办法,确保评审工作合法与

规范.在整个项目评审工作中,把拟开展研究工作

的创新性和科研价值放在首位,不唯论文数量,重视

学术贡献与质量,既关注结合科学发展前沿开展的

基础研究工作,又关注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开展的应

用基础研究工作.
在风险防控方面,严格遵守委内工作人员、评审

专家、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回避与保密等有

关规定.在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期间,要求专家和

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工作管理办法»«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行为规范»和«２０１８年度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会议评审期间,还要

求全体参会人员不得相互请客吃饭,不得建立会议

评审专家微信群,不得在微信和博客等媒体上泄漏

专家评审会议发言讨论内容和未经过委务会议批准

的会议评审结果.此外,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会评专家邀请

方面还特别要求:重点项目评审在本评审组回避申

请人和参加者依托单位的专家;重点项目答辩人不

担任面上类项目评审专家;连续两年担任专家评审

组成员的专家按规定全部予以更换.

２　项目申请与受理总体情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０５月２１日,２０１８年信息科学部共

收到各类项目申请总数为２３４７６项,比２０１７年度同

期申请总数 ２０４８７ 项,增加 ２９８９ 项,增长 率 为

１４５９％.其中,收到面上项目申请１０５５８项,比去

年(８８６７项)增长了１９．０７％;收到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８２８２项,比去年(７６２０项)增长了８．６９％;
收到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４６３项,比去年(１２３７
项)增长了１８．２７％.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申

请总 数 ２０３０１ 项,比 去 年 (１７７２４ 项)增 加 了

２５７７项.
收到重点项目申请３４７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申请４８９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８６９项,海
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申请８０项,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１８８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７８项,
部委推荐１０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４１项,重
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８３项,此外还受理了共

计１３类联合基金项目的申请.根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条例»、«２０１８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及其他相应类别基金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经审

核,因超项及其他违规而不予受理的项目为２２６项

(其中集中受理期内２１３项),在规定期限内,收到正

式提交的复审申请３１项,经相关科学处和综合与战

略规划处审核,均维持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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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１８年度评审工作整体情况

３．１　面青地项目

３．１．１　面青地三类项目情况分析(不包含 F０７０１
(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１)面上项目.２０１８年共收到申请１００７４项

(包括常规面上和信数交叉项目),比２０１７年(８８６７
项)增长１１．３６％,批准资助１９６９项,平均资助直接

费用强度６０．０９万元/项,资助率１９．５５％,比２０１７
年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５９．５６万元/项略有增加,
但资助率比２０１７年的２１．５６％有所减少.上会讨

论２８２８项,为实际资助数的１４３．６３％.２０１８年度

面上项目扣除与信数交叉项目及小额资助项目后,
总计 批 准 资 助 项 数 为 １８１８ 项,资 助 直 接 费 用

１１４９１１万元(２０１７年资助直接费用为１０８０８０万

元),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为６３．２１万元/项(２０１７
年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约６３．１７万元/项).２０１８
年科学部共收到信息与数学交叉项目申请１４０项,
预留直接费用 １５００ 万元,实际共使用直接费用

１４５０万元,原计划资助３０项,实际批准资助２９项,
平均 资 助 直 接 费 用 强 度 ５０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２０７１％.２０１８年原计划资助面上小额项目 １２５
项,实际批准资助１２２项,使用直接费用１９５２万元,
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１６万元/项.

(２)青年科学基金.２０１８共收到申请８１０９项,
比去年(７６２０项)增长６．４２％.今年批准资助２０９４
项(２０１７年资助２０３１项),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

为２４．７０万元/项(２０１７年为２４．３１万元/项),资助

率为２５．８２％(２０１７年为２６．６５％).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上会３１１６项,为实际资助数的１４８．８１％.
(３)地区科学基金.２０１８共收到申请１３９４项,

比２０１７年(１２３７项)增加１５７项,批准资助２２１项

(２０１７年为２１８项).２０１８年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

度３７．８６万元/项(２０１７年为３７．９８万元/项),资助

率为１５．８５％(２０１７年为１７．６２％).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上会３３２项,为可资助数的１５０．２３％.

３．１．２　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代码下面青地

三类项目情况分析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部共收到 F０７０１代码下的面上

项目申请４８４项,原计划资助３８项,实际批准资助

３８项,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４５．３７万元/项,资助

率为 ７．８５％.上 会 讨 论 ５７ 项,为 实 际 资 助 数

的１５０％.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部共收到 F０７０１代码下的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７１项,原计划资助１７项,实际

批准资助１７项,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２０万元/
项,资助率为９．９４％.上会讨论２４项,为实际资助

数的１４１．１８％.

２０１８年度科学部共收到 F０７０１代码下的地区

科学基金申请６９项,原计划资助４项,实际批准资

助４项,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３８万元/项,资助率

为５．８０％.上会讨论６项,为实际资助数的１５０％.

３．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信息学部重点项目指南中,发布了９５
个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其中含１个科学部优先资助

重点领域.此外,信息科学部试行接受非立项重点

领域自由申请,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在人工智能、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网络空间安全及新型光纤通信技

术领域接受自由申请.２０１８年共受理重点项目申

请３４７项(其中立项领域申请２４１项,非立项领域

１０６项).经通讯评审、学部工作会议讨论,推荐１４４
个重点项目参加答辩,批准资助９８项(其中立项重

点领域８０项,非立项重点领域１８项),资助直接费

用２８０００万元,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为２８５．７１万

元/项(２０１７年平均资助直接费用强度为２８６．５２万

元/项),资助率为２８．２４％.

３．３　关于拟立项重点领域的确定

对于２０１９年度建议立项的重点项目领域,科学

部召开学部办公会议,向主管委领导汇报了重点项

目领域建议的征集和通讯评审情况,并讨论决定了

推荐上会的清单.在面青地项目评审会期间,由学

科评审组专家无记名投票、超过半数有效的方式确

定拟立重点项目领域和科学部优先资助重点领域.

２０１８年收到重点项目领域建议书２６４份;在通

讯评审基础上,上会讨论１６０项,经专家投票,２０１９
年度重点项目建议初步立项１０１个研究领域,包含

２个科学部优先资助重点领域.２０１９年信息科学部

拟继续安排重点项目经费的２０％支持非立项重点

领域自由申请,资助范围拟集中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芯片相关及网络空间安全等国家重大需求相关

重点发展领域.

３．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申请１８８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７８项,推荐上会答辩

３５项,批准资助２７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１８７６９．５０
万元,资助率１５．１７％.部门推荐１０项,推荐上会

答辩３项,批准资助１项.(２０１７年总共申请１７９
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６９项,推荐上会答辩３５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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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２３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１６５２０．８０万元,资助

率１３．６１％).
３．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４８９项,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９０项(２０１７年申请数

为３９９项),推荐上会答辩４５项,批准资助２９项,资
助率为５．９３％.
３．６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８６９
项(２０１７年为７６１项),与２０１７年相比增长１４１９％,
推荐上会答辩９０项,批准资助６０项,资助直接费用

总计７８００万元.
３．７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申请８０项,其中１１项为延续资助项目,６９
项为两年期资助项目.推荐６项延续资助项目参加

答辩,批准资助４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７２０万元;
推荐２８项两年期资助项目上会讨论,批准资助１９
项,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３４２万元.
３．８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创新研究群体基金项目申

请４１项,推荐上会答辩８项,批准资助５项,资助直

接费用总计５２５０万元.
３．９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申请８３项,推荐上会答辩２２项,批准资助１４
项,资助率１６．８７％,资助直接费用总计３４８０万元.
３．１０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总共收到重大项目为９项,批准资助

６项,直接经费总计１１５００万元.
３．１１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信息科学部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１项.
３．１２　联合基金

２０１８年度信息科学部总共受理包括促进海峡

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NSFCＧ浙江两化融合联合

基金、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NSFCＧ新疆联合基金、
NSFCＧ辽宁联合基金、NSFCＧ广东大数据科学中心、
NSFCＧ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中国汽车产业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NSFCＧ河南联合基金、NSFCＧ山东

联合基金、智能电网联合基金、民航联合研究基金和

NSFCＧ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等１３类联合基

金项目的申请,目前此类项目均已经评审结束.

４　２０１８年度评审工作整体要求与总结

４．１　面青地项目评审要求

对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的评审,要求准确

把握项目定位、资助政策和评审标准.除对上会重

点讨论的项目逐项讨论外,也要求对其他项目进行

整体审议.为提高会评质量和公正性,会议评审均

采用双主审制,要求评审专家在尊重通讯评审结果

的基础上,对有争议的项目进行重点讨论.
鼓励创新和交叉研究,支持小额探索,允许按照

规定署名推荐“非共识”项目.对多数通讯评审专家

认为不应予以资助的项目,２名以上会议评审专家

认为项目创新性强,可以署名推荐.会议评审专家

应当独立填写推荐意见,说明该项目的创新性、科学

价值以及与通讯评审意见的差异性,经专家评审组

组长审查确认后方可就该项目进行重点讨论.专家

评审组在充分听取推荐意见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获投票人数２/３以上赞成票的

方可建议资助.
批准资助项目的经费由科学处提出建议,评审

会集体确定.经费超过平均额度１０％的项目逐项

讨论.

４．２　重点项目评审要求

在重点项目评审中,继续加强项目管理,要求项

目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原则;合理分

配和平衡“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和“重点项目非立项

领域”指标分配;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有效利用国

家和部门科学研究基地的条件;积极开展实质性的

国际合作与交流.要求重视科学前沿与国防、国家

安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科学问题,重视项目的

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

行性.
要求专家在评审中考虑以下情况:申请人以往

完成基金项目情况;研究工作基础、研究条件和研究

队伍状况;研究内容与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重大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等的关系,以及与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关系;同时特

别强调考察重点项目负责人能否保证有时间和精力

完成相关研究.

４．３　参加评审会议专家情况

重点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评审专家１５２名,分
为１１个学科评审组,其中特邀专家５９人.面上类

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专家１６８位,分为１２个学科评

审组,其中特邀专家３５人,海外专家４人.在评审

会上,科学部向评审专家介绍了专家组评审任务、专
家权利、职责范围和义务,明确了面上类项目和重点

项目的投票规则.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介绍了

对评审会议答辩过程进行录像的有关情况,要求专家

和工作人员在评审过程中遵守评审纪律,遵守回避和

保密原则.强调面上类项目评审采用双主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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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学科布局方面的一些新措施

(１)积极响应国家对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的发

展布局和规划,设立F０６人工智能申请代码,对该领

域进行长期稳定支持.资助面上项目２２４项,直接

经费１３５５８万元(其中小额资助１０项,直接经费

１６０万元);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２３项,直接经

费５４９４万元(其中小额资助１项,直接经费８万

元);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４０项,直接经费１５１９
万元;资助重点项目１６项,直接经费４５６４万元.

(２)鼓励交叉科学研究,设立F０７(交叉学科中

的信息科学)申请代码.其中新增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

科学与技术),以加强信息与教育技术融合,促进智

慧教育研究.由委里安排新增和当年切块经费共计

２２１６万元进行资助.
(３)设立F０７０２(信息与数学交叉问题)申请代

码,将原来只在面上项目中设置的信息与数学交叉

类项目设定为固定的申请代码(F０７０２),接受全方位

的项目申请,为信息与数学交叉领域提供了一个长

期、稳定的资助渠道.对于F０７０２信息与数学交叉

类项目,考虑到此类项目主要是理论探索,平均直接

费用资助强度控制在５０．００万元/项左右.
(４)２０１８年信息科学部试行接受非立项重点领

域自由申请,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在人工智能、大数

据、移动互联网、网络空间安全及新型光纤通信技术

领域接受科学家自由申请,鼓励科学家提出重要和

有创新性的想法并予以资助.
通过以上评审工作具体措施,希望使真正创新

的项目得到资助,使信息领域基础研究的水平得到

快速提升,同时响应国家和基金委关于大力发展人

工智能、大数据、智慧教育等重点发展方向的基础研

究政策,做好相关领域的项目资助工作.

４．５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

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是信

息科学部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工作.学部

在这方面首先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党和国家

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具体工作中认真执行我委的各

项管理规定.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是继续设立小额项目.对于面上项目中一些

共识不高但有新想法、有创新苗头的项目给予小额

资助,以保护科学家的积极性,培育其发展基础.
二是试行重点项目接受非立项重点领域自由申

请.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在指定的领域中接受科学

家的自由申请,鼓励科学家提出重要和有创新性的

想法并予以资助.
三是合理使用应急管理项目(包括委综合管理

项目和科学部综合管理项目),继续执行“繁星计

划”,资助边远地区高校研究所的创新性基础研究.

５　未来的工作思考

在基金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科学部积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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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时期科学基

金资助导向,稳妥落实按评审专家负责任、讲信用和

计贡献为基础的分类评审机制,按照知识体系内在

逻辑和结构优化学科布局,切实发挥科学基金支持

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
加强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探索人脑认知机制;促

进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不断地为其他学科提供工具和

技术支撑.结合信息领域特点,探索共性导向交叉

融合项目资助机制,进一步促进多学科交叉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需求牵引,注重交叉融合,

加强新思路新方法的自由探索研究和功能导向的新

材料新器件新系统研究,支持可验证的原型器件与

系统研究,推动需求牵引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迫切需求,加

强网络基础研究,开展更加成体系的网络与信息安

全研究,提升网络空间安全基础研究水平和整体创

新能力.关注空天地信息网络、量子通信、新型网络

体系架构、开源操作系统等颠覆性创新基础研究.
继续试行重点项目接受国家需求导向的非立项

重点领域自由申请.结合国家重大需求,鼓励科学

家提出重要和有创新性的想法并予以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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