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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要求我国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造实力,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强调人才是创新

的第一资源.作为支撑科研实力薄弱地区的人才项目,地区科学基金在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挑战与

机遇.本文通过分析了地区科学基金近５年的资助数据,发现地区科学基金的定位与资助效果存

在一定的偏离,而且项目资助存在均衡性、资助强度、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问题,然后结合地区科学基

金定位提出了完善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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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为了支持

欠发达地区基础研究,加强对部分科研实力薄弱地

区科技工作者的支持,为优秀科技人才成长提供支

撑,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以下

简称“地区科学基金”).２００８年正式将其作为人

才项目之一从面上项目中分离出来.２０１５年地区

科学基金定位为“支持特定地区的部分依托单位的

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开展创新性

的科学研究,培养和扶持该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
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

时代基础研究发展的新任务新要求,基础研究作为

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对我国科技领域及经济社会

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地区科学基金作为薄

弱地区基础研究的助推器在新时代面临着新的挑

战和机遇.
目前针对地区科学基金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

展开:一是关于地区科学基金政策的分析,如地区科

学基金政策效果[１]、实施情况与定位[２]、资助重点及

其与地方科学基金的关系[３]等,二是关于地区科学

基金的作用和影响的分析,如对地区科学基金促进

地方基础科学发展的情况的分析[４]、地区基金对偏

远地区高校科研发展的影响[５]、对区域领域人才培

养和某项产业发展的影响[６]等,三是关于地区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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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资助管理的问题探讨,如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重

点以及与地方科学基金合作[７]、依托单位在项目管

理中的作用[８]等.
地区科学基金历经３０年的发展,极大推动了科

研实力薄弱地区的科研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但在

新的发展时期,重新准确理解地区科学基金在我国

基础研究中的定位,系统梳理地区科学基金面对的

问题与挑战,制定适宜的资助策略是当前地区科学

基金发展的重要问题.立足于此,本文分析了地区

科学基金特点及面临问题,并结合新时代基础研究

新的要求与任务提出地区科学基金管理的政策建议.

１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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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基金信息管理系统近５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

情况统计;二是２０１８年针对典型地区高校的调研情

况,包括贵州、宁夏等地区３３个依托单位的资助情

况及人才成长、资助效果、成果转化等情况.
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统计情况包括３０８个依托单

位,其中“２１１工程”高校１１所,省部共建大学３２
所,省属重点大学１５所,全日制普通高校８６所,医
院、研究所等其他依托单位１６４所,分布于目前地区

科学基金的特定资助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

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
州省、江西省、云南省、甘肃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陕西省

延安市和陕西省榆林市,共涉及１６个省份.
本研究组于２０１８年深入调研了３３个依托单

位,占当 年 地 区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依 托 单 位 数 量 的

１５％.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３３所依托单位所获资助金

额约占当年地区科学基金总资助金额的３８％.３３
所依托单位中包括２１１工程高校、省部共建大学各

４所,省属重点大学８所,全日制普通高校１３所,
以及医院、研究所等其他依托单位４所.分布于广

西、贵州、江西、内蒙古、宁夏、陕西、云南,涉及７
个省份.

１．２　数据分析方法

从地区基金的定位出发,数据分析主要从三个

方面展开:
一是地区层次性分析.尽管西部地区相对东部

地区存在基础薄弱、研究水平较低等问题,但西部各

地区同样存在科技、经济发展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因

此分析地区科学基金在不同地区的情况有助于观测

基金资助与定位之间的关系.
二是高校层次性分析.近五年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年度资助报告显示,高等院校获得地区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及资助经费量均占当年地区

科学基金资助总量的９０％左右(图１),表明高等院

校是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主要对象.根据依托单位

的科研发展水平,将其分为“２１１工程”高校、省部共

建大学、省属重点大学、全日制普通高校以及其他依

托单位,其中其他依托单位主要是指研究所、医院

等.以自然科学基金系统提取数据及深入调研单位

获地区科学基金资助情况为依据,分析不同层次高

校获资助经费总量及强度,结合地区科学基金资助

政策,提出对策.
三是发展趋势分析.比较近五年不同地区及不

同层次高校获资助情况,探究地区科学基金存在的

资助趋势,分析在竞争机制下地区科学基金实际资

助情况是否与其定位相偏离.

２　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特征分析

２．１　地区的资助集中度持续提高

地区科学基金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上存在较大差

异.从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总体区域

分布情况来看(图２、图３),受资助经费数量及项目

数量排名前五的省份为江西、云南、广西、新疆和贵

州.江西、云南、广西受资助经费数量占比为４９％、
受资助项目数量占比为５０％,江西、云南、广西、新
疆、贵州受资助经费数量以及项目数量占比均约为

７０％,其余地区受资助项目经费及数量则占比较低.
可见地区科学基金在对地区进行资助过程中存在集

聚趋势.

图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高等院校所获项目及经费数量占总项目及经费比例



　

　６０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图２　不同省份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经费情况

图３　不同省份获得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江西、云南、广西等地在地区科学基金持续资助

下科研实力获得了较大发展,其他省份在与其进行

地区科学基金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加剧了地区科

学基金资助的集聚趋势.地区科学基金的设立初衷

是采取政策减小地区科技水平差距,但实际资助过

程中出现的资助区域集中现象背离了这一初衷.
２．２　不同层次高校获得资助情况差别显著

地区科学基金不仅在不同地区分布存在很大差

异,而且在不同层次依托单位的分布也存在二次集

中趋势,主要集中在“２１１工程”高校、省部共建大学

等相对研究实力较强的依托单位.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依托单位经费资助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省部

共建大学及“２１１工程”高校获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

经费较多,二者均超过当年地区科学基金资助总数

的２４％,是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主体;全日制普通

高校所获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经费占当年地区科学基

金总数的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大约占１８％;省属重

点大学所获地区基金经费数量占比为１７％左右,与
全日制普通高校相差不大;其他依托单位获得资助

经费数约为１０％,占当年科学基金资助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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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较低(图４).
对依托单位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强度的分析发

现,地区科学基金在不同层次依托单位的资助强

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不同

层次的依托 单 位 中,资 助 强 度 最 高 的 为“２１１ 工

程”高校,其获得资助强度远远超过其他层次的

依托单位,其次为省属重点大学,省部共建大学、
全日制普通高校、其他依托单位的资助强度依次

递减(图５).
由于不同层次依托单位的研究实力存在较大差

距,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呈现出了不平衡现象,“２１１

工程”高校的资助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层次高校.虽

然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对象为基础薄弱地区,但不同

层次依托单位仍然存在资助的二次集中现象,出现

了向高科研水平依托单位集聚的趋势.

２．３　资助量略有下降,资助资金占依托单位总经费

的比例显著下降

　　本文选取深入调研的四川、宁夏、贵州等地区

３３家依托单位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获得总科研经费及地区科学基金经费数量发现,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３３所依托单位所获科研总经费总体

呈增长态势,中间年份略有波动,其中２０１５年依托

图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不同层次高校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经费总额

图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不同层次高校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经费强度



　

　６１０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图６　依托单位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经费及总科研经费情况

单位总科研经费为２４．３８亿元,２０１６年开始,总科

研经费持续上升,于２０１８年达至３２．２２亿元,比

２０１４年增加约２８％.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所获地区科学

基金科研经费持续下降,于２０１８年降至３．９５亿元,
且地区科学基金科研经费占总科研经费比例逐年减

少,到２０１８降至１２％左右(图６).
对于３３家依托单位总体而言,地区科学基金经

费在其当年获得科研总经费的占比不足２０％,由此

看来在地区科学基金多年来政策倾斜下,越来越多

的基础薄弱地区依托单位研究实力显著增强,研究

人员科研能力大幅提升,能够获得除地区科学基金

外其他科研经费支持.

２．４　地区科学基金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足

地区科学基金相较于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基础薄弱地区的扶持作用.
地区科学基金虽然不能产出与面上项目相同质量和

数量的学术论文,但能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

现当地特色资源的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区域经济发

展,如宁夏的煤炭高效利用与绿色化工、贵州、陕西、
广西、延安等地区的特色生物资源等.但是近些年

以来,越来越多的依托单位按照面上项目的特点要

求地区科学基金,以论文为导向,片面追求发表高水

平学术论文,偏离了地区科学基金为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的要求.通过调研陕西、贵州等８个地区３３家

依托单位,典型成果中约４５％为高水平学术论文,

３３％为科技人才培养,只有１７％是科技成果的转

化.这种论文导向的结果是科研与实际需求分离,
地区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难以服务于当地经济发

展,成果转化能力不足.

３　问题与讨论

在３０年来的持续资助下,地区科学基金大力提

升了欠发达地区基础研究水平,为基础薄弱地区稳

定凝聚了众多科研人员与创新团队,支持了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在新时期对基础研究的新要求下,
地区科学基金的发展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需要

进一步明晰定位,调整资助策略.

３．１　定位变化与资助中存在的问题

(１)基金的资助情况与基金的定位发生偏离

通过对近五年来依托单位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经

费等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地区科学基金经

费大部分集中于“２１１工程”等高层次高校,出现了

少部分依托单位获得大部分地区科学基金经费的情

况.在当前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总额维持甚至略

有下降的情况下,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率已经低于

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这使得基础薄弱的依托

单位更难以获得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而恰恰是这部

分依托单位更需要地区科学基金的强力支撑,培养

基础研究人才,稳定科研团队.地区科学基金作为

欠发达地区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保障,在资源竞争

性分配的环境下,地区科学基金大部分经费集中于

高层次依托单位,这种情况的出现偏离了其作为扶

持欠发达地区人才项目的定位,不利于其发挥杠杆

作用、平衡不同层次依托单位的经费支持.
(２)高校分化加剧,马太效应突出

由于高层次院校人力资源雄厚、整体科技水平

较高,近年来地区科学基金资助的集中趋势更为明

显,高校之间分化加剧,出现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第６期 方勇等:新时代地区科学基金的定位分析与资助策略研究 ６１１　　 　

的局面[９].对于较高层次的依托单位,在地区科学

基金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挤占了较多的资

源.对于地区科学基金仍是其主要经费来源的依托

单位,获得其他科研经费来源渠道匮乏,在地区科学

基金的竞争中,由于缺少平台以及科技支撑条件,不
具备竞争优势,从而造成高端人才流失现象频发.
对于部分基础研究薄弱的依托单位而言,只能偶尔

获得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使得该部分依托单位科

学研究止步不前,与较高层次依托单位之间基础研

究水平差距日益明显.
(３)地区分布集中,差别日趋加大

当前地区科学基金的资助主要集中在江西、云
南、广西、新疆等少数地区,其他地区获得的资助较

少.由于各地在发展基础研究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当地基础研究实力,对于持续获得地区科学基金资

助的区域,其在基础研究水平、人才队伍方面均表现

出较强的竞争优势,使得众多基础薄弱地区获得较

少地区科学基金经费资助,阻碍了基础薄弱地区的

发展,从而带来基础研究空间集群效应.地区科学

基金资助过程中集中度的持续提高也使得不同地区

间基础研究实力差距越发明显、资源分布不均现象

加剧.
(４)成果转化水平还需提升

通过对深入调研依托单位选取的典型案例进行

分析发现,其中不乏发表高水平论文的优秀成果,但
大部分依托单位未能将基础研究与当地经济发展建

设有效结合,地区科学基金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的效果并不显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大部分

依托单位在对其科研人员进行评判时,仍主要以发

表论文数量为标准,从而导致科研人员将工作重点

致力于发表论文,忽略研究成果对当地经济社会的

支撑作用;其次是较多的科研人员缺乏成果转化意

识;同时由于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的特点,在四年资

助期满后尚未转化的成果缺乏持续支持.

３．２　讨论与建议

(１)明确地区科学基金资助定位,建立资助地

区和依托单位的进入和退出机制

实施地区科学基金是符合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新

要求的举措.为了充分发挥地区科学基金稳定和扶

持欠发达地区科研人员、搭建创新体系平台、促进地

方发展的作用,地区科学基金需进一步明确其定位,
使其资助情况与定位相契合.从统计情况来看,地
区科学基金依然是大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来源,只有很少部分高校和科研机

构不再依赖地区科学基金.因此,地区科学基金的

定位应进一步强化“培养和扶持特定地区的科学技

术人员,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性

的科学研究”.
对于不同类型的依托单位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地

区,地区科学基金应设立遴选、退出机制,有针对性

地采取不同的资助策略.对于地区科学基金已不是

其科研经费主要来源的依托单位,如已进入国家“双
一流”资助的学校和学科,其往往在地区科学基金的

资助下科研实力、人才队伍等方面已获得大幅提升,
从而在地区科学基金竞争中挤占了较多资源,对于

这部分依托单位,地区科学基金应秉持扶持基础薄

弱地区及依托单位的原则,建立退出机制,鼓励其投

身于其他高水平科研经费的竞争[１０].对于基础研

究更为薄弱、对地区科学基金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地
区科学基金应当继续坚持其现下定位,制定适当的

倾斜政策发挥“第一桶金”的作用,在地区基础研究

人才的关键成长阶段及时予以支持,发挥人才项目

的作用.对于未在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的社会

经济发展薄弱地区,其基础薄弱、平台少、获资助少,
在各类科学经费的申请中都处于劣势地位,地区科

学基金应当动态调整其资助范围,建立准入机制,在
经过调研考核合格后予以增加.

(２)提高资助的均衡性

地区科学基金设立之初为致力于稳定欠发达地

区基础研究队伍,提高该区域科学技术水平,缓解经

济因素带来的基础研究空间集群效应,全面协调基

础薄弱地区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然而近年来由于

地区科学基金在资助过程中集聚趋势持续加剧,从
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加大了不同地区

以及不同层次依托单位之间的差距.
针对地区科学基金资助过程中出现的“依托单

位集中”和“区域集中”现象,地区科学基金在其资助

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倾斜,加大对处于竞争弱

势的地区及依托单位的资助力度,统筹考虑各地区、
各层次依托单位基础研究水平差异,统筹分配地区

科学基金,平衡不同地区及不同层次依托单位的资

助力度,提高薄弱地区科技实力、稳定科研人才

队伍.
(３)提高资助力度,明确资助方向

近五年来,地区科学基金受资助项目数约为当

年面上项目数量、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的１７％,
受资助经费约为面上项目经费的１１％、青年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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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的３０％,资助率从２０１４年的２１％降为２０１８
年的１６％,低于同期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率.建议进一步加大地区科学基金经费投入,
资助率与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保持一致,为更多

的薄弱地区提供经费支持,为地区创新体系建设及

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此外,地区科学基金作为基础薄弱地区发展的

助推器,应根据定位明确资助方向.对于具有特色

资源的地区,地区科学基金的选题应结合当地的特

色资源,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于部分无特色资

源的地区,地区科学基金应发挥其人才项目作用,培
养地区科研人员,鼓励其致力于应用成果转化.

(４)促进地区科学基金成果转化与应用

地区科学基金虽在高水平论文产出方面依然与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有一定的差距,但地区科学基金

能够紧密结合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建设,是其他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具备的优势.地区科学基金的

资助应进一步突出地方特色或区域优势,对促进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项目,地区科学基金应建立稳定

资助机制.此外,对于同等水平的地区科学基金申

请者,可依据其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关联度予以倾斜;
加强支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的贯通,支撑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在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结项审核时,加入应

用效果评价指标,从而促进科研人员对成果应用的

关注.同时,高校、科研机构也应采取措施积极配

合,建立良好的科研环境,摒弃“唯论文、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鼓励科研人员将科学研

究与当地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以科研促进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 唐先明,张宗益,刘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政

策效果研究．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３(１２):９１—９６．
[２] 管仕平,朱卫东．区域创新体系视角下地区科学基金资助政

策研究．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０９,(４):３６—４０．
[３] 吴善超,陈敬全,韩宇,等．地区科学基金资助政策研究．

科研管理,２００９,３０(３):１６６—１７１．
[４] 俸继锋,查丹明,宋智．NSFC地区科学基金对地方基础科

学研究的促进与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１９９９,１７(３):１０２—１０４．
[５] 李承实,崔松今,姜国哲．地区科学基金对我校科研工作的

作用．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０６,２０(１):３５—３７．
[６] 杨新泉,张亚黎,田红玉,等．地区科学基金对地区农业科

研人才培养和农业科技进步作用的分析．生命科学,２０１２,

２４(１):１—６．
[７] 傅克刚,魏家凤．关于地区科学基金运行中若干问题的思

考．运筹与管理,１９９５,４(３):６０—６２．
[８] 陈晓芳,田真,刘斌．关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管理问题的再

思考．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０５,１９(３):１８３—１８４．
[９] 方勇,安超男．地区科学基金人才培养成效与实施机制研

究．中国科学基金,２０１８,３２(５):５０４—５１０．
[１０] 陈志建,陈磊,郭军华．科学基金倾斜资助、人才培育与成

果转化．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７,３７(１０):５４—５８．

PositioninganalysisandfundingstrategiesofRegionalScienceFundsinthenewera

FangYong１　　WangShanshan１　　LiZhuoqi２　　FengYong３

(１．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BeijingUniversityofChemicalTechnology,Beijing１０００２９;

２．SchoolofManagement,ChangchunInstituteofTechnology,Changchun１３００１２;

３．BureauofPlanning,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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