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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中受理的项目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在２０１９年度基金评审工作中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坚持新时代科学基金

体系改革,深入贯彻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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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助导向,逐步实现“分类、科学、公正、高
效”的智能化辅助评审机制,试点“负责任、讲信誉、
计贡献”的评审机制,持续优化学科布局.严格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专家评审组

和评审工作的宏观引导作用,遵守评审工作纪律,顺
利地完成了各项评审工作任务.

１　申请、不予受理与复审处理结果

１．１　管理科学部申请总体情况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集中受理① 申请总项数为

１２５７９项,申请总量比２０１８年１０５２９项增加２０５０项,
增幅为１９．４７％.其 中 面 上 项 目(以 下 简 称“面

上”)、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青年”)、地区科

学基金(以下简称“地区”)三类项目合计申请量

为１２０４９项,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２０．１１％.

２００１年以来,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三

类项目申请数经历了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快速增长、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保持相对稳定、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阶

跃式发 展,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 申 请 量 出 现 大 幅 度 下

降,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稳步增长,２０１９年又出现快速

增长的情况.由图１ 所示,在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６年的

６年间,管理科学部收到的面上、青年、地区三类

项目合计申请量由１４７３项增长到４２４０项,平均

每年增长４６１项.由于管理科学部采取与国家

社科基金查重的举措以及管理科学部长期偏低

的资助率等原因,管理科学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

的项目申请数逐渐趋于稳定;但２００９年又开始上升

至５１７０项,并在随后的三年里一直保持着高速增

长的势头,２０１２年上升到８７４３项.自２０１３年起,
自然科学基金委实施了面上项目连续申报两年停报

一年的限项政策,当年申请量下降到 ８２２３项,比
２０１２年降低了 ６．３０％;２０１４ 年又进一步下降至

７１７５项;２０１５年以来,申请量逐渐上升.２０１９年三

类项目合计申请量增加到１２０４９项.

１．２　不予受理与复审情况

根据«条例»和计划局下达的«关于２０１９年度项

目申请初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管理科学

部各学科处高度重视初审工作,严格把握初审标准,
提高初审质量,避免错判、漏判.不予受理项目主要

分为三类:(１)不符合«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三十四、第三十五条规定的;(２)不符合«项目指南»
各项具体规定的;(３)不符合相关项目管理办法中

限项申请规定的.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不予受理项目的比率为

２．６２％,比去年(２．４１％)略有上升.其中,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未结题或已结题未提供«结项证书»的
项目占２０．３０％;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曾有博士

后研究经历但未列出博士后经历和合作导师姓名

的项目占１５．１５％;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未盖

公章、非 原 件 或 名 称 与 公 章 不 一 致 的 项 目 占

１３．３３％.
今年,管理科学部受理了６４项要求复审的项

目,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复审的规定与意见,对
其中９项重新发出了同行评议,其余的一律维持原

不予受理决定.按照«条例»与管理办法要求,所
有不予受理项目与复审程序均经科学部最后核准

同意,并报计划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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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项目申请数(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２　项目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度结合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准确选

择通讯评审专家,各学科处遴选５位及以上专家进

行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意见返回率达到９９％以上.
为了避免重复资助,此次项目评审坚持与国家社科

基金查重,并严格进行项目相似度检查以及代表作

标注信息核查.管理科学部对进入答辩环节的各

类项目和进入会议评审环节的面上、青年和地区项

目申请者列举的五篇代表作进行了核查,发现存在

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１)申请者本人并非第一作

者,但是在申请书代表作信息中将自己列为第一作

者或共同第一作者;(２)申请者本人并非通讯作

者,但是在申请书代表作信息中将自己列为通讯作

者;(３)将已发表的论文更换杂志名称作为代表作

列在申请书中;(４)将已公开发表的代表作的作者

随意删减(如将申请者的排序提前等);(５)将未公

开发表的论文作为五篇代表作之一.管理科学部

高度重视代表作标注信息的真实性,对标注情况认

真核实,通过科学部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对这些代

表作标注不规范的上会项目予以特别标注,提请评

审专家严格把关.

２０１９年度管理科学部专家评审组会议由四个

学科评审组组成,即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经
济科学、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评审组.在学科重点

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的专业评审会

议上,管理科学部四个学科评审组的专家认真审阅

与评审项目,按照评审工作意见的要求,在会议评审

时审定了项目资助经费,并遴选出２０２０年拟立重点

项目的研究领域,圆满完成了评审工作.此外,在重

点项目、面上项目(经济科学学科)评审会上,学部还

进一步采取多种形式,向评审专家传达了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要求评审专家予

以关注并按分类资助导向进行评审.

２．１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

(１)面上、青年、地区项目资助总体情况概述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间,管理科学部共资助面上、青
年和地区三类项目１８９１０项,其中面上项目９８８８项、
青年项目７７０１项和地区项目１３２１项.

１９年以来,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共资助经费

５７９０１０．１万元,平均每年资助强度达到３０．６２万元/项,
平均每年资助率为１６．９６％.这一期间项目资助数

量、资助金额和平均资助强度稳步增加.如图２和

图３所示,管理科学部对面上、青年、地区项目的资

助数量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９９ 项/年增加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８１５项/年,资助总金额也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４７３万

元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５９４２０万元,年平均资助强度

由２００１ 年 的 １２．４３ 万 元/项 增 加 至 ２０１９ 年 的

３２．７４万元/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管理科学部面

上、青年、地区项目的平均资助率一直在１３％—２０％
左右的较低水平上徘徊.

(２)面上项目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量为５２５８项,比

２０１８年增加１６．３５％.本年度计划资助指标为８０７项,
全部按计划执行,平均资助强度为４８．５３万元/项,资助

率为１５．３５％,比２０１８年(１７．７７％)降低了２．４２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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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项目资助数与资助率(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图３　管理科学部面上、青年、地区项目资助金额与资助强度(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３)青年项目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青年项目申请量为５８１７项,比

２０１８年增加２７．１５％.本年度资助指标为 ８６５项,
平均资助强度为１８．７６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８７％,比

２０１８年的１８．６９％降低了３．８２％.
(４)地区项目

地区项目今年申请量为９７４项,相比去年的９３８
项申请量略有增加,资助项目１４３项,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８．１８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６８％,比２０１８年度有所降

低.管理科学部特别强调要对科技人才更为缺乏的

民族自治地区保持一定的资助比例,在建议资助的

１４３个项目中有４９项属于新疆、内蒙古、宁夏、广
西、西藏等民族自治区;在列入地区资助范围的６个

少数民族自治州中资助２项,其中吉首大学１项,西
昌学院１项;陕西省延安市和榆林市３项,其中延安

大学２项,榆林学院１项.有白族、藏族、满族、蒙古

族、苗族、壮族等６个民族的１４位少数民族申请者

获得了资助.

部分地区科研机构的申请者申报了非地区项

目,申请量及资助情况如表１所示:

如表１所示,地区科研机构申请面上项目、青年

项目和其他类型项目的数量均有所增加,总量比

２０１８年增加了９０项,增长了２９．０３％.从资助情况

来分析,总资助量比２０１８年增加了５项.不过,此
类项目的平均资助率仅为８．５％,远低于管理科学

部平均资助率以及地区项目的资助率.

(５)项目申请人和主持人的年龄结构

在管理科学部受理的面上、青年和地区三类项

目申请中,５６岁以上的申请者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并

趋于稳定,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３．５０％ 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０５％,而３５岁以下的申请者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并

趋于稳定,已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６．０１％升至２０１９年的

３９．２０％,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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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地区科研机构申报非地区项目资助状况表

项目类型
申请量(项) 资助量(项) 资助率(％)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备注

面上项目 １１１ １２１ １０ １３ ９．０１ １０．７４
青年项目 １９３ ２７７ １８ ２１ ９．３３ ７．５８
其他项目 ６ ２ １ ０ １６．６７ ０

合计 ３１０ ４００ ２９ ３４ ９．３５ ８．５

２０１９ 年 申 请 优 青 项 目

２项

图４　项目申请人年龄结构分布图(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在此背景下,管理科学部资助项目主持人的

年龄结 构 也 相 应 呈 现 出 越 来 越 年 轻 化 的 特 点.

如图５所示,在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青年、地
区三类项目中,主持人年龄在５１岁以上的项目比

例不断减少,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１．０２％降至２０１９年的

１０．０２％.而主持人年龄在４５岁以下的项目比例则

不断增加,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６５．１３％ 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８３．８５％.其中,主持人年龄在３５岁以下的项目比

例增长最为明显,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０５％增加至２０１９年

的４８．４２％.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９年,管
理科学部资助各类项目的主持人年龄在３５岁以下

的项目占比均超过同一年份管理科学部受理的申请

人年龄在３５岁以下的项目比例,并且资助比例与申

请比例之差持续增加,２０１９年超过九个百分点,体
现了我国青年学者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和科学基金

近年来向青年学者资助的政策倾斜.

　　(６)资助项目研究队伍的成员结构

随着管理科学部项目资助规模不断扩大,通过

资助项目参与管理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数量不断增

加,从１９８６年的２４３人,增加到２０１８年１７３０９人.
尽管２０１９年起青年项目不再填写项目参与人,但仍

有９９９７人参与项目研究.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间,管
理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青年和地区三类项目成员结

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图６所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间,共有超过１７万多人次科研工

作者参与了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项目研究.管理科学

部资助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些具备高级职称、中级职

称或者初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博士后以及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组成.图６表明,高级职称的科研工作

者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中级职称科研工作者

所占的比例从２００８年起逐渐增加,可能与高级职称

的限项规定有关.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所占比例较大,

２００５年来一直在４０％以上,成为科研工作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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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项目主持人年龄结构分布图(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图６　管理科学部资助的面上、青年和地区三类项目研究队伍结构图(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

２．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受理申请的重点项目１４３项,
在«项目指南»公布的３５个领域中,平均每个领域申

请４．０９项.根据同行评议结果,推荐５３位申请者

到学科评审会答辩.会议评审专家组在听取答辩的

基础上,经讨论和无记名投票,在２５个领域中建议

资助重点项目 ３０ 项,其中有 ３ 个领域建议支持

２项,有１个领域建议资助３项,有１０个领域没有获

得资助.

２．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申请１１１项,与２０１８年的１０９项基本持平.经管

理科学部初步审查,全部为有效申请.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项目的评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与程序进行.
管理科学部根据同行通讯评议意见、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预审会专家意见,确定１５名申请者到会答辩,
通过管理科学部组织的专业评审会和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专业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最终共有１０名

申请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

请１２项,比２０１８年的５项大幅上升,增幅１４０％.
经管理科学部初步审查,有１位申请人存在国家社

科基金在研项目,不予受理.根据同行通讯评议结

果和创新研究群体预审会意见,推荐５个创新研究

群体到专业评审会上答辩,最终经过专家无记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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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确定３个创新研究群体获得资助.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１９２项,比２０１８年的１８９项增加３项.经

管理科学部资格审查,有７项不予受理,主要原因

是缺少主持人博士后工作简历或有在研的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结果和预审会推

荐,确定３２位申请者到专业评审会上答辩,专业评

审组专家在认真听取答辩与提问后,经过认真充分

的酝酿,以一次性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２２位申请

者获得资助.

２．４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

请书４项,经资格审查,全部为有效申请.经过同行

通讯评议结果和预审会推荐,确定２位申请者到专

业评审会上答辩,专业评审组专家在认真听取答辩

与提问后,以一次性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１位申请

者获得资助.

２．５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协议类国际

(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１９年受理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共

２０项,经资格审查,１项不予受理.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强调合作双方的必要性和互补性,合
作双方应具有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基础,合作方应对

合作研究给予相应的经费/实物投入,以及合作研究

过程中知识产权的保护等.根据同行通讯评审结

果,推荐了６位申请者参加专业评审会议的答辩,最
终有４位申请者获得资助.

管理科学部今年继续资助组织间国际(地区)合
作 NSFCＧCGIAR多年期研究项目和 NSFCＧUNEP
多年期研究项目.此类项目参照重点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进行评审,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受理协议

类 NSFCＧCGIAR多年期合作研究项目８项,全部为

有效申请.经过同行评议,根据差额遴选原则,推荐

３项上会答辩,最终２项获资助;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

受理 NSFCＧUNEP合作研究基金项目６项,经资格

审查,其中１项不予受理.经过同行评议及会议评

审,最终１项获得资助.同时资助 NSFCＧNCN(中
波)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１项.另资助中欧合作研

究项目１１项,总经费达２１９０万元.

２．６　专项项目

为了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

管理问题快速做出反应,及时为党和政府高层决策

提供科学分析和政策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特别设

立了管理科学部应急管理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在

已有相关科学研究基础上,运用规范的科学方法进

一步开展关于国家宏观管理及发展战略中急需解决

的重要和关键性问题的研究,以及经济、科技与社会

发展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应急管

理项目每年启动３~５期,资助若干方向的研究.

２０１９年管理科学部共启动了三期应急管理项

目,分别是“WTO改革与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研

究”“面向复杂艰险环境的川藏铁路建设工程管理机

制研究”和“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突破

路径研究”.

２０１９年７月发布了«国家宏观战略中的关键问

题研究»项目指南,围绕国家宏观战略中亟待解决的

关键科学问题,综合利用经济科学、管理科学、数据

分析技术等理论与工具,开展生产力发展、产业关联

和协同、产业链安全、人口流动和布局、收入分配、能
源安全、PPP风险管理、大数据和宏观风险管理等相

关基础研究.

３　分类评审改革试点情况

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

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

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

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重要部署,自然

科学基金委确立了基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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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向,建立“负责

任、讲信誉、计贡献”的智能辅助分类评审机制.今

年,管理科学部所有重点项目和经济科学学科面上

项目作为分类评审试点.

３．１　重点项目分类评审情况分析

申请人在填写重点项目申请书时,需要根据其

选择的关键科学问题和研究内容,选择科学问题属

性,并在申请书中阐明选择该科学问题属性的理由.
如果申请项目具有多重科学问题属性,应当选择最

相符、最能概括申请项目特点的一类科学问题属性.
科学问题的属性代码分成 A、B、C、D 四类,其具体

内涵参见表２.
在同行评议中,对不同问题属性重点项目的评

议要点也有所不同,例如 A 类属性的项目评议要求

专家重点对“申请项目的原始创新性”以及“所提出

的科学问题的重要性”等方面做出评价;B类属性的

项目评议要求专家重点对“申请项目研究思想或方

案的新颖性、独特性或引领性”以及“申请项目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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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的科学价值及对相关领域发展的影响”等方

面做出评价;C类属性项目评议表要求专家重点对

“申请项目是否面向国家需求,致力于解决技术瓶颈

背后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申请项目预期成果的科学

价值”等方面做出评价;D类属性项目评议表要求专

家重点对“申请项目所关注的科学问题是否为多学

科领域交叉的重要共性问题”做出评价,并针对学科

交叉特点“评述申请项目研究方案或技术路线的创

新性和可行性”.
表２给出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并

概括了会议评审答辩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分布及同

行评议情况.

表２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内涵和答辩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分布

科学问题

属性

属性　

代码∗
内涵

申请

项目数

(项)

上会答辩

项目数

(项)

资助

项目数

(项)

鼓励探索

突出原创
A 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鲜

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

的原创性成果.

７ ２ １

聚焦前沿

独辟蹊径
B 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难点和新型领

域,且具有鲜明的引领性或者开创性特征,旨在通过

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成果,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

１８ ５ ２

需求牵引

突破瓶颈
C 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且具有

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

过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

究成果走向应用.

１０１ ４１ ２４

共性导向

交叉融通
D 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

明的学科交叉特性,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

学突破,促进分科知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

１７ ５ ３

　　∗A类是“鼓励探索、突出原创”;B类是“聚焦前沿、独辟蹊径”;C类是“需求牵引、突破瓶颈”;D类是“共性导向、交叉融

通”(以下表述相同).

３．２　经济科学学科面上项目分类评审情况分析

(１)申请总体情况分析

２０１９年,经济科学学科面上项目开展了分类评

审试点工作,同时要求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在项目

申请阶段分类申请.２０１９年经济科学学科的青年、
地区、面上三类项目分类申请情况如表３和图７所

示.整体来看,在四个类型的项目申请中 C类,即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类项目比例最大,占面上、青
年和地区项目总数的６３．４２％;其次是“聚焦前沿、
独辟蹊径”和“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其比例分别是

１９．３４％和１１．３５％;“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类型的

项目比例最小,为５．８９％.

表３　２０１９年经济科学学科面上、青年、

地区项目分类申请情况

类型 A(项) B(项) C(项) D(项) 合计(项)

面上 ５６ ２１８ ７９４ １２０ １１８８

青年 １０６ ３３２ ９２５ １８４ １５４７

地区 １５ ３１ １８６ ３７ ２６９

合计 １７７ ５８１ １９０５ ３４１ ３００４

　　(２)项目分类评审原则

２０１９年,针对经济科学学科面上项目的分类

评审试点工作,经管理科学部和学科处多次研讨

和调研后,确立了如下工作原则:(１)按项目科学

属性分组,即按四类科学属性分别分组,同一组

项目的科学属性相同;(２)在同一科学属性的项目

图７　经济科学学科２０１９年面上、青年、
地区项目分类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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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按科学问题和研究方法分组.另外,对于

不同科学属性的分组项目设定不同的指派评议

人规则.对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类项目尽量

选择理论功底深厚的评议人;对于“聚焦前沿、独
辟蹊径”类项目尽量选择在国际学术前沿的评议

人;对于“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类项目尽量选择

理论联系实际的评议人;对于“共性导向、交叉融

通”类项目尽量选择以往有学科交叉背景的面上

项目主持人评议.
(３)分类评审同行评议情况

从同行评议结果来看,在试点的面上项目中,四
类项目的评审情况如表４所示:

从上会比例来看,原创类项目的会议评审比例

为１５．０９％,为四类最低,最高的是前沿类项目,占
比２４．８８％.从资助率来看,共性导向类项目的资

助比例为１０．４３％,为四类最低,最高的是前沿类项

目,占比１６．７５％.

４　对未来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一些设想

在顺利完成２０１９年度各项评审工作的基础上,
管理科学部将继续坚持新时代科学基金改革,并努

力做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表４　２０１９年经济科学学科面上项目分类评审情况

类型
申请项目

数(项)

提交会议

评审项目

数(项)

上会比例

(％)
资助项目

数(项)
资助比例

(％)

A ５３ 　８ １５．０９ 　７ １３．２１
B ２０９ ５２ ２４．８８ ３５ １６．７５
C ７６２ １５３ ２０．０８ １０８ １４．１７
D １１５ １９ １６．５２ １２ １０．４３

不予以受理 ４９

　　(１)继续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十四五”发展规

划,加强顶层设计和学科布局,形成学科支撑的“四
梁八柱”;

(２)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优化科学基金

指南的形成机制;
(３)深入探索建立不同学科属性的分类评价

体系;
(４)积极鼓励开展原创性研究,拓展原创性研

究的资助形式;
(５)面向既是科学前沿又是国家需求的重大科

学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
(６)与不同部门紧密合作,加强推动解决国家

重大需求中关键科学问题;
(７)根据管理科学的特点,积极探索对优势领

域和团队重点持续支持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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