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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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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０３项,比２０１８年

度增长７．１５％.因超项违规等原因不予受理项目

申请３５１项,占项目申请总数的１．８２％.初评阶段

接收并受理“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８４项,经审

查,因复审申请手续不全原因不予复审２３项,维持

原处理决定６１项.
化学科学部在评审资助工作中坚守“依靠专家、

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原则,踊跃参与并

落实科学基金改革新举措,积极布局和推动基于四

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向,带头试行分类申请和

评审.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

理,采取各项措施,强化廉洁风险防控,保障评审流程

规范.２０１９年８月经委务会集中审批,化学科学部资

助项目共计３７１４项,资助金额共计２４０７６９．３４万元

(直接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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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７９５４项,比

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４３项,增幅为１．８３％.面上项目资助

１６７５项,资助经费１０９１２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６５．１５万元/项,资助率达２１．０６％.

１．１．２　几点特征

(１)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每份面上项目申请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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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１．５万元/项;

本年度未资助小额面上项目.
(３)面上项目申请单位共计６８４个,获资助单

位２８９个,占申请单位总数的４２．２５％.其中获１项

资助的单位有１１９个;获２~５项资助的单位有９４个;
获６项以上(含６项)资助的单位有７６个,包括６３所

高等院校和１３所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心,这７６家

单位共获资助项目１２６４项,占面上项目资助总项目

数的７５．４６％,获资助经费合计８２４４６．８万元,占面

上项目资助总经费的７５．５６％.
(４)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对所有面上项目进行了

试点分类申请,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统计见表１.

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８０１５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９２５项,增幅为１３．１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资助１５６６项,资助经费合计

３９２６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达２５．０７万元/项,资助

率为１９．５４％.三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

为１８~３０万元/项;两年期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人均为在站博士后,资助强度为１８~２７．５万元/项.

表１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试点分类申请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统计

项目类型 属性 申请(项) 上会(项) 资助(项) 上会率(％) 资助/上会(％) 资助率(％)

面上项目

A ７９０ ２４４ １５８ ３０．８９ ６４．７５ ２０．００
B ３６４４ １１９８ ８１６ ３２．８８ ６８．１１ ２２．３９
C ２６７７ ７５８ ５４３ ２８．３２ ７１．６４ ２０．２８
D ８４３ ２３１ １５８ ２７．４０ ６８．４０ １８．７４

合计 ７１６４ ２１８７ １５１７ ３０．５３ ６９．３６ ２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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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３６０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０项,增幅为０．７４％.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共计资助２３５项,资助经费合计

９４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达４０万元/项,资助率为

１７．２８％.四年期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为

２３~４３万元/项,本年度化学科学部未资助小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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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项目指南公布了化学科学部重点项

目领域７８个(包括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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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项,平均每个

领域申请项目４．１１项,申请数较合理,竞争较激烈.
(２)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每份重点项目申请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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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推荐优秀项目参

加会评答辩.
(３)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推荐重点项目答辩１０５项,

实际到会答辩１０５项,资助７５项,资助经费合计

２２５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率

为２３．３６％.
(４)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对所有８个学科的重点

项目进行了分类申请试点,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统

计见表２.
(５)７５位获资助的重点项目负责人中,３位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５３位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负责人(含２位院士).有１７位项目负责人所在

单位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其余５８位项目负责

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

１．４．２　２０２０年资助计划

经专家组讨论确定,化学科学部在２０２０年重点

项目指南中公布重点项目领域８７个(含２个科学部

前沿导向重点项目/重点项目群),鼓励竞争.

１．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共

计申请７５０人,其中女性申请者达２０３人,占申请人

总数的２５．２２％.推荐答辩１２０人,其中女性２６人,
占答辩总人数的２１．６７％.最终,共计资助８６人,
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６４０万元,其中女性１７人,占资助

总人数的１９．７７％.

１．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共计申请４３９人,其中女性申请者３９人,占申请

人总数的 ８．８８％.推荐至化学评审组会议答辩

６９人,得票过半数５５人,建议资助４５人.最终,经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审定,共计资

助４５人,资助经费合计１４８８０万元,其中女性５人,
占资助总人数的１１．１１％.

１．７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共计申

请２７项,经通讯评审,推荐其中９个群体参加答辩,
最终７个群体得票过半数,６个群体获得资助,资助

经费合计６２００万元,资助期限由２０１８年的６年改

为５年.获资助群体分别是以四川大学秦勇教授为

学术带头人的“合成化学”创新研究群体、以复旦大

学黎占亭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生物活性分子和

超分子合成化学”创新研究群体、以中国科学院过程

工程研究所张锁江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离子液

体微环境调控及绿色工程”创新研究群体、以中国科

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郭国聪研究员为学术带头

人的“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创新研究群体、以南京

工业大学邢卫红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特种分离膜”
创新研究群体和以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

所周欣研究员为学术带头人的“生命波谱与成像”创
新研究群体.

１．８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共计申请３８项,推荐答辩１１项.通过评审,最
终资助７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６１０万元,平均资助强

度为２３０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５年,合作方包括美

国、英国、西班牙、瑞士和澳大利亚.

表２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重点项目试点分类申请项目评审及资助情况统计

项目类型 属性 申请(项) 上会(项) 资助(项) 上会率(％) 资助/上会(％) 资助率(％)

重点项目

A ３８ １０ ４ ２６．３２ ４０．００ １０．５３
B １４７ ６６ ４７ ４４．９０ ７１．２１ ３１．９７
C １１２ ２５ ２１ ２２．３２ ８４．００ １８．７５
D ２４ ４ ３ １６．６７ 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

合计 ３２１ １０５ ７５ ３２．７１ ７１．４３ ２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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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共计申请７项,均为四年期延续资助项目,
推荐答辩３项.通过评审,最终资助２项,资助强度

均为１８０万元/项.

１．１０　重大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先后发布了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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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共计资

助８项,分别为“药物绿色制备的关键反应和策略”
“耐极端环境高性能氟醚橡胶的制备科学”“面向高

效能量/物质转化的新型电化学界面基础研究”“催
组装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细胞中生物大分子结构

与相互作用的谱学测量”“分子铁电体的化学设计与

铁性耦合”“甲醇及其耦合反应催化原理及新过程应

用”和“面向高端化学品制造的微化工科学基础”,资
助总经费为１５９１１．４万元.

１．１１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化学科学部共有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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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可控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两个重大研究计划已

完成全部资助计划,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旬完成了结

束评估,评估成绩均为优秀.其余６个重大研究计

划均于２０１９年发布了年度项目申请指南,并已完成

审批.“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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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三
个重大研究计划目前处于集成阶段,其中后２个于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底完成了中期评估,评估成绩均为优

秀.２０１９年度,“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

控”重大研究计划共接收集成项目申请１２项,推荐答

辩５项,最终资助３项,资助强度达１０００万元/项,资
助总经费合计３０００万元,资助期限为２年.

２０１９年度,“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重大

研究计划共接收集成项目申请４项,推荐答辩３项,
最终资助２项,资助强度达１５００万元/项,资助总经

费合计３０００万元,资助期限为３年.

２０１９年度,“大气细颗粒物的毒理与健康效应”
重大研究计划共接收集成项目申请１项,推荐答辩

１项,最终资助１项,资助强度达１２００万元/项,资
助期限为３年.

２０１９年度,“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

重大研究计划共收到申请１３７项,其中重点支持项

目申请９项,推荐答辩５项,最终资助３项,资助强

度达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经费合计９００万元,资助期

限为４年;培育项目申请１２８项,最终资助２３项,资
助强度达６０万元/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３８０万元,资
助期限为３年.

２０１９年度,“多层次手性物质的精准构筑”重大

研究计划共接收项目申请２１９项,其中重点支持项

目申请１８项,推荐答辩５项,最终资助３项,资助强

度达３５０万元/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５０万元,资助期

限为４年;培育项目申请２０１项,资助３０项,资助强

度达７５万元/项,资助经费合计２２５０万元,资助期

限为３年.

２０１９年度,化学科学部新启动实施的“团簇构

造、功能及多级演化”重大研究计划,共接收项目申

请２０９项,其中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３项,推荐答辩６项,
最终资助４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５７８万元,资助强度

达３９４．５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４年;培育项目申请

１９６项,资助２６项,资助经费合计２０８０万元,资助

强度达８０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３年.

１．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共接收 NSFCＧ中国核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

请４４项,最终资助８项,资助经费共计２１４２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达２６７．７５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４年;

NSFCＧ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２０项,最终资助３项,资助经费共计７７９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达 ２５９．６７ 万元/项,资助 期 限 为 ４ 年;

NSFCＧ辽宁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１６项,最
终资助４项,资助经费共计１０５０万元,资助强度达

２６２．５万元/项,资助期限为４年.

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
下简称“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

研力量,围绕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聚
焦区域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促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协同创新,
推动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２０１９年度区域

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通过重点支持项目予以支持,资助

期限均为４年,共接收申请２５项,最终资助６项,资
助经费共计１４８８万元,资助强度达２４８万元/项.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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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导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的优势科研力量,围绕产

业发展中的紧迫需求,聚焦关键技术领域中的核心

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知识

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融合,推动我国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的提升.２０１９年度企业创新发展联合

基金拟通过集成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予以支持,资
助期限均为４年,接收集成项目申请２项,推荐答辩

２项,最终资助２项,资助强度达１２６０万元/项,资
助经费共计２５２０万元;接收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０项,
最终资助３项,资助经费共计７６８．６万元,资助强度

达２５６．２万元/项.

１．１３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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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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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项,占全

委同类申请比例的１６．３７％.通过评审,最终有１５项

获得资助,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７９９．３４万元,资助强度

达７１９．９６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８５％.

１．１３．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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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其中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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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个项目到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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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吴凯教授负责的“超高时—空分辨的离子

化学研究系统”项目获得２/３以上赞成票,并通过现

场考察,正式获得资助,资助经费７３５２．６８万元,资
助期限为５年.

１．１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在三年试

点资助的基础上,对资助强度和资助方式等进行了

调整.２０１９年,该项目改为集中受理期统一受理和评

审,项目资助金额由１８０００万元左右改为８０００万元,
项目组成员数量由１０人改为５人.化学科学部

２０１９年共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１０项,经同

行专家通讯评审,推荐其中４项参加答辩,最终有２项

得票过半数并获资助,资助强度达８０００万元/项.

获资助的２个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分别是北京大学席

振峰教授负责的“空气主份转化化学”项目和中国科

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江雷研究员负责的“仿生超浸

润界面材料与界面化学”项目.

２　对未来评审与资助工作的思考

２．１　精准定位、超前布局,建立完善分类评价体系

化学科学部已于２０１８年顺利完成了学科代码

调整,旨在通过学科布局的优化,构建符合知识体

系内在逻辑和结构,实现知识层次与应用领域相统

一的学科分布.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２０１８年

提出的３２字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化学科学

部将继续聚焦“原创、前沿、需求、交叉”四个方面,
开展项目评审与资助工作.为配合自然科学基金

委于２０１９年开始试点的分类评审工作,作为评审

改革试点部门,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在所有８个学

科的全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试行分类评审.每

个学科及每类研究属性所反映出的科学内涵及本

质不同,因此化学科学部针对四类项目不同的研究

属性,确立并制定了相应的评审要素,以实现差别

化评审.在明确研究特征的基础上,专家能够进行

更加精细化和有针对性的评审.会评期间,化学科

学部组织座谈调研,听取与会专家对自然科学基金

委现行评审改革举措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本年

度评审工作的总结和梳理,化学科学部能够进一步

完善科学基金分类评审体系,将各项改革决策落实

到位.

２．２　勇于担当、创新机制,探索评审改革新模式

为进一步强化自然科学基金委专业学术管理机

构的定位,确保同行评审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平

性,建设基金管理专家与科学家互信的良好学术生

态,化学科学部努力探索新的学科管理模式.２０１９
年化学科学部试行“通讯评审阶段专家—管理人员

共同指派”的工作方案,旨在充分利用委外智力资

源,做好通讯评审专家选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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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评审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化学科学

部充分发挥同行专家专业化功能,在计算机辅助指

派的基础上,对选定的试点学科代码下的面上项目,
聘请该领域学术造诣高、视野宽、人品端正、公道正

派的一线学者与学科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函评指派工

作,形成既彼此制约又相互信任的关系.上述评审

改革举措,在完善回避制度的同时,将有助于科学基

金评审进一步实现精准指派和公正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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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敢于创新、精心组织,加强评审过程风险管控

在目前科研诚信缺失、学术不端、利益交换等情

况层出不穷的现实背景下,只有建立良好的评审机

制,营造良好的评审氛围,才能重塑基金文化,让项

目评审回到初心,回归学术评价本身.历年来化学

科学部在遴选各类人才项目答辩候选人时,将坚守

“科学精神”作为最重要的评判标准.２０１９年,化学

科学部以更大的强度和决心,继续规范该类项目的

遴选、评审与资助工作,旨在为中国化学界选拔出真

正的优秀人才.同时,化学科学部也十分关注评审

专家队伍建设,评审人的专业评判直接决定项目函

评和会评结果,其学术品位甚至能够影响整个学科

未来的发展方向.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积极推行系

列评审新举措,比如:在人才类项目答辩环节采取

“双盲制”评审,在面青地项目评审时全面采用“双主

审专家制”等,有效减少和避免了评审过程中的“打
招呼”现象.同时,化学科学部通过认真审视和梳

理,重新定义并赋予了会议评审对通讯评审的“确认

与纠偏”功能,并大胆启用大批坚持学术操守、认真

负责的优秀青年科学家作为会评专家,真正把“负责

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机制落到实处.另一方

面,打造高素质的基金管理工作人员队伍是持续推

动学科发展、高质量完成学科战略布局、营造风清气

正评审氛围的关键所在,“自律”是维护评审公平公

正的重要“管理方式”.２０１９年化学科学部以“打铁

还需自身硬”的态度,继续加强基金管理队伍建设,
努力向卓越管理的目标迈进.

２．４　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科学规划“十四五”新
蓝图

　　中国化学基础研究当前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

转型期,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仍面临巨大挑战.
“十三五”期间,化学科学部始终坚持“两个面向”,
拟定的１３项优先资助领域和２项跨科学部交叉的

优先发展领域,均以重大研究计划、重大项目或重点

项目群的形式进行支持.在“十三五”规划顺利实

施的基础上,化学科学部提出了“夯基础、补短板、育
冷门、促交叉”的发展布局,进一步强化基础性、前瞻

性、交叉性、变革性的创新研究,推动中国从化学大

国向化学强国的转变,着力将中国化学打造成为全

球化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面向“十四五”,
化学科学部再次提出了１４项优先资助领域和３项

跨科学部交叉的优先发展领域,未来五年,将以更大

的改革决心,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在引领中国化学

化工基础研究向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继续前进,为
推动建设成为世界化学强国的化学新时代目标而努

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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