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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在分管委主任的领

导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全面落实«２０１９年度科学

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及各

类基金项目管理办法等要求,坚持“依靠专家、发扬

民主、择优支持、工作合理”的评审原则,规范评审流

程,严明评审纪律,重视科研诚信,圆满完成了各类

科学基金项目的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项目总体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７３７１５项;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及相应类别管理办法等规定,经
审核,１１８５项申请未通过初审;向未通过初审的基

金项目申请人发放了不予受理通知后,有１０６项申

请项目负责人提出了复审请求,经审查,其中４项

(３项面上项目和１项青年基金)原判有误,其余１０２项

原不予受理决定均符合规定,予以维持;科学部最终

不予受理１１８１项,正式受理项目７２５３４项,不予受

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１．６％,主要不予受理原因见

表１.截止到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底,医学科学部共资助项

目１０３７９项,资助金额５０６２７３．５９万元.

２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收到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地区基金”)申请共计６９１８６项,比２０１８年

(６０３５６项)增加８８３０项,增幅１４．６３％,占全委同

类项目申请总数(２２０３５６项)的３１．４０％.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申请、初审及受理情况见表２.

２．１　分类评审试点工作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统一

部署,选择肿瘤学领域面上项目开展基于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试点工作.四类科学问

题属性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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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申请人根据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和研究内

容,选择最相符的科学问题属性,并阐明选择该科学

问题属性的理由.医学科学部根据申请人所选择的

科学问题属性,组织专家进行分类评审,评审的侧重

点为:
(１)对“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类项目,着重评议

研究工作是否具有原始创新性,以及所提出的科学

问题的重要性.
(２)对“聚焦前沿、独辟蹊径”类项目,关注拟研

究科学问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着重评议研究思想

的独特性与拟取得研究成果的引领性.
(３)对“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类项目,关注研究

工作的应用性特征,着重评议是否提出了关键技术

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以及所提研究方案的可

行性.
(４)对“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类项目,着重评议

研究工作的多学科交叉特征,以及跨学科研究对推

动研究范式变革和学科方向发展的影响.
除肿瘤学领域(申请代码１为 H１６)面上项目分

类试点项目采用四种评议表外,其他非试点项目今

年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统一要求用新的评审表进行

通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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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申请项目不予受理原因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 项次(项)

１ 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畴 ５４４

２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５０５

３ 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知情同意函、伦理委员会证明等 ２３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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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

５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４８
６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基本信息表中人员姓名不一致 ４４

７ 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３９

８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 ３４

９ 申请书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不一致 ２０
１０ 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 ９

１１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项 ９

１２ 合作单位数量或相关信息不符合项目指南要求 ７

１３ 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依托单位提交申请,无书面合同或合同不符合要求 １
合计 １５５３

　　注:部分项目有多项不予受理原因.

表２　２０１９年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申请、初审及受理情况

项目类别 申请项目数(项) 不予受理项数(项) 复评项数(项) 最终不予受理项数(项) 最终受理项数(项)

面上项目 ２８６５９ ３６１ ３ ３５８ ２８３０１
青年基金 ３３４７３ ５１８ １ ５１７ ３２９５６
地区基金 ７０５４ １４２ ０ １４２ ６９１２

２．２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同行通讯评审

情况

　　各学科对受理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

网上发送申请书、指派评审专家开展通讯评审,参与

通讯评审的专家达１７６６７人次,网上指派通讯评议

２０４５０７份,回函２０４５０７份,回函率达１００％.网上

评审提高了评审效率,同时为向申请人全文反馈评

议意见打下了基础.

２．３　通讯评审的几点要求

(１)准确选择通讯评审专家.选准评审专家是

做好基金项目通讯评审的关键,各科学处遴选专家

时既考虑其学术水平,也考虑其在以往评审工作中

的信誉,注意选择和补充科研一线的年轻人员作为

评审专家.在确保有效评审意见数量的同时,注意

提高通讯评审工作的质量.
(２)控制每个专家评审的申请书数量

为减轻评议专家的工作负担,保证评议质量,根
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要求,对通讯评审专家评议的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申请书数量

进行了严格限制,被指派专家在同一学科评议的申

请书数量最多１５份,全委最多３０份;同时尽量避免

一位专家只评议少数申请项目的情况.

２．４　通讯评审意见综合、评审会重点审议项目推荐

医学科学处根据通讯评审意见,结合申请项目

的科学问题、研究价值、研究基础、承担基金项目完

成情况,综合分析通讯评审专家意见,根据资助计划

和学科、区域均衡发展等原则,提出评审会建议重点

审议项目,以及评审会整体审议项目.

２．５　资助概况

经过专家评审组讨论、投票,委务会议审定,

２０１９年资助面上项目４５８４项、２５２１２０万元;资助

青年基金４３２５项、８８６８０万元;资助地区基金９１７项、

３１２０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面上项目、青年基

金、地区基金合计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

７３．４８％.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

负责人年龄、性别分布情况见表３、表４.

２．６　罕见病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继续安排专门经费用于鼓

励研究人员关注人体各系统罕见病的发病机制和防

治基础研究,希望发挥我国遗传资源丰富的优势,在
罕见病预防、诊断和药物研发等领域开展深入的研

究工作,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扩大国际影

响力.同时,关注重大疾病中的罕见病例研究,旨在

以罕见病例为突破口推动对重大疾病发病机制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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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９年度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４１~４５ ４６~５０ ５１~５５ ５６~６０ ＞６０ 合计

面上项目数(项) １２ ４９９ １１１３ ９３２ ７７８ ６５０ ４８０ １２０ ４５８４
占比(％) ０．２６ １０．８９ ２４．２８ ２０．３３ １６．９７ １４．１８ １０．４７ ２．６２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数(项) １３７５ ２３８５ ５６５ — — — — — ４３２５
占比(％) ３１．７９ ５５．１５ １３．０６ — — — — —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数(项) ２９ １１７ ２４８ ２０７ １４６ ９３ ６４ １３ ９１７
占比(％) ３．１６ １２．７６ ２７．０４ ２２．５７ １５．９２ １０．１４ ６．９８ 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４　２０１９年度资助面上项目、青年基金、
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性别分布情况

性别 女性 男性 合计

面上项目数(项) １６７７ ２９０７ ４５８４
占比(％) ３６．５８ ６３．４２ １００．００
青年基金数(项) ２４３２ １８９３ ４３２５
占比(％) ５６．２３ ４３．７７ １００．００
地区基金数(项) ３９２ ５２５ ９１７
占比(％) ４２．７５ ５７．２５ １００．００

识,为重大疾病的诊疗新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２０１９年度,医学科学部“罕见病(例)发病机制

和防治研究”领域共收到申请项目１８２项,经过初

审、同行通讯评议、学科综合推荐、科学部主任办公

会议讨论、科学部专题评审会议评审,共建议资助

２８项、资助经费１６８０万元.

３　重点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重点项目共受理４０个立项

领域申请和部分“非立项领域申请”,合计收到申请

７５８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医学科学部对收到

的项目申请进行了初审,共２８项申请不符合有关规

定.初审结果经科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
有２项提出复审申请,经审核均维持原不予受理决

定.最终不予受理２８项,正式受理７３０项,不予受

理项目占申请项目总数的３．７０％.

３．１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按照全委的统一部署,选
择重点项目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

与评审试点工作.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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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数占申请总

数的百分比分别为１８％、４５％、３０％和７％(见表５),
提示多数申请项目的科学问题源于医学科技前沿和

国家需求,此外有１８％的项目侧重于原创探索,而

表５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领域重点项目科学问题分类属性统计

分类属性
申请数

(项)
占申请总数

百分比(％)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１３５ １８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３３８ ４５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２２９ ３０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５６ ７

合计 ７５８ １００

多学科领域交叉的项目申请相对较少,只占总申请

量的７％.

３．２　重点项目同行通讯评审、答辩项目遴选情况

对于受理的７３０项申请,根据申请项目的科学

问题属性和研究内容,按照科学问题相近的原则进

行项目分组,每组项目送５位同行专家(部分组含

１~２位海外同行专家)进行通讯评审.

２０１９年度医学科学部共邀请５３０位国内外专

家参与重点项目同行通讯评议,发出同行评议函

３６５０份,回收到３６５０份评议;其中２７位海外专家

参与重点项目同行通讯评议,向海外专家发出同行

评议函１７２份,回收到１７２份评议.每项申请均达

到至少５份同行评议意见的要求.
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科学部部务会

议遴选,报分管委主任审定,确定１７８项申请项目负

责人参加会议评审答辩,答辩项目数为资助计划的

１４１．２７％.
进一步分析以上建议答辩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

分布可见,突出原创、聚焦前沿和需求导向三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申请项目上会率相近,均在２０％以上,
高于交叉融合类的项目(见表６).

３．３　重点项目会议评审情况

根据立项领域,按照“科学问题相近、科学管理

便利、答辩数量均衡”的原则将１７８个答辩项目分成

１１组,以组为单位集中答辩.通过申请者报告、专家

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无记名投票,遴选出了１２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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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领域重点项目申请

和答辩项目科学问题分类属性统计

分类属性
申请数

(项)
答辩项目

数(项)
上会百分

比(％)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１３５ ２９ ２１．４８
“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３３８ ８９ ２６．３３
“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２２９ ５２ ２２．７１
“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５６ ８ １４．２９

合计 ７５８ １７８ ２３．４８

建议资助项目,资助金额３７１７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２９７．３６万元/项.

４　重大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共发布５个医学领域的重

大项目指南,即“牙周稳态维持与重塑机制”、“影响

疫苗效应的关键因素及其调控”、“细菌耐药性的形

成及传播机制”、“骨源性因子在机体稳态维持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和“海洋药源分子的发现及形成机

制”.
其中“牙周稳态维持与重塑机制”重大项目,共

受理１个包５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答

辩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四川大学牵

头的联合申请“牙周稳态维持与重塑机制”获得资

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７９３．４０万元.
“影响疫苗效应的关键因素及其调控”重大项

目,共受理３个包１５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
专家答辩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厦门

大学牵头的联合申请“影响疫苗效应的关键因素及

其调控”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７８１．８０万元.
“细菌耐药性的形成及传播机制”重大项目,共

受理４个包２０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家

答辩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复旦大学

牵头的联合申请“细菌耐药性的形成及传播机制”获
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８００万元.

“骨源性因子在机体稳态维持中的作用及机制

研究”重大项目,共受理３个包１２份课题申请,经同

行通讯评审、专家答辩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

议审定,南方医科大学牵头的联合申请“骨源性因子

在机体稳态维持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获得资助,资
助直接经费１８００万元.

“海洋药源分子的发现及形成机制”重大项目,
共受理２个包１０份课题申请,经同行通讯评审、专
家答辩会议评审、财务评审、委务会议审定,南京中

医药大学牵头的联合申请“海洋药源分子的发现及

形成机制”获得资助,资助直接经费１８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重大项目合计资助总经费

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１．７７％.

５　重大研究计划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受理了四个重大研究计划

项目的申请:
“血管稳态与重构的调控机制”重大研究计划,

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１８项、培育项目申请１３４项,共

１５２项.经过审核,有１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１５１项.
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

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集成项目３项、培育项目

１２项,共计１５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１３８万元.
“组织器官区域免疫特性与疾病”重大研究计

划,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８０项,正式受理８０项.经过

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
建议资助集成项目１５项,资助直接经费３７５０万元.

“器官衰老与器官退行性变化的机制”重大研究

计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３４１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４８项、集成项目申请４项,共３９３项.经过审核,有

６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３８７项.受理的项目经过

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议评审,
建议资助培育项目３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９项,共计

３９项,资助直接经费３８００万元.
“肿瘤演进与诊疗的分子功能可视化研究”重大

研究计划,收到培育项目申请２８３项、重点支持项目

申请６３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项,共３４７项.经

过审核,有８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３３９项.受理的

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指导专家组遴选、会
议评审,建议资助培育项目３０项、重点支持项目８项、
战 略 研 究 项 目 １ 项,共 计 ３９ 项,资 助 直 接 经 费

５０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合计资

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２．７０％.

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医学科学部今年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３９１项,占该类别项目全委申请总数(３１５９项)
的１２．３８％.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９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各学科对收到

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所有项目均通过初审,
正式受理３９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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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２７３７份,回收２７３７份,
回函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科学

部工作会议讨论、投票、科学部部务会议遴选、报请

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５０项参加会议评审的申请

项目.经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

投票,获同意资助票数超过评审专家的半数,共计

４４人,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达的指标,按同意资

助票数排序选出了３８位建议资助者.经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专家组讨论投

票,最终资助３７项,资助经费共１４８００万元.２０１９年

医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占医

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２．９２％.

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６０７项,占该类别项目全委申请总数(５６２３项)的

１０．７９％.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各学科对收到的申请项

目进行了初审,所有项目均通过初审,予以受理,正
式受理６０７项.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３０３５份,回收３０３５份,
回函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经科学

部部务会议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最终确定

１０１项申请项目参加会议评审.按照“科学问题相

近、答辩数量均衡”的原则将１０１个答辩项目分成５组,
以组为单位集中答辩.通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

讨论、总体讨论和投票,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下达的

指标,按同意资助票数排序遴选出７６个建议资助项

目.最终资助７６项,资助直接经费共９４２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

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１．８６％.

８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受理、评审与资助

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

请３９项,占该类别项目全委申请总数(２４０项)的

１６．２５％.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９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有关规定,科学部对

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初审,３９项申请均通过初

审,正式受理.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２７３份,回收２７３份,回函

率１００％.根据同行评议结果和资助指标数,经科

学部部务会议讨论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

了９个群体参加科学部专业评审组答辩.专家在听

取答辩报告、仔细了解同行专家评议意见后,经总体

讨论、投票,６项获同意资助票数超过评审专家半

数,建议资助,资助总经费６０５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医学

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

学部总经费的１．２０％.

９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受理、评
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重点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申请１７１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等有关规定,各学科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

审查,初审结果经科学部审核发出不予受理通知后,

１名申请人提出复审申请,经复核,维持原不予受理

决定.最终不予受理８项,正式受理１６３项;不予受

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４．６８％.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８１５份,回收８１５份,回函

率为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根据同行专家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料,
经科学部部务会议遴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

了４６项参加会议评审的项目.经过申请人报告、专
家提问讨论、总体讨论和投票,建议资助３３项,资助

直接经费８１８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４７．８８万元/项.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１．６２％.

１０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受理、评
审、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海外及港澳学者合

作研究基金延续资助项目申请１１项,占全委同类项

目申请总数(７０项)的１５．７１％.按照«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条例»«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等有关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的规定,各
学科对收到的申请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１项因申

请人未提供协议书而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１０项.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５０份,回收５０份,回函

率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结合申请材料,经科学部部务会议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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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报请分管委主任审批,确定了６项延续资助项

目参加会议评审答辩,为资助指标数的１５０％.经

过评审,专家建议资助延续申请项目４项,资助直

接经费７２０万元.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

费的０．１４％.

１１　联合基金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共收到 NSFCＧ辽宁、NSFCＧ
云南、NSFCＧ新疆、NSFCＧ河南、NSFCＧ促进海峡两

岸科技合作、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申请共

８７１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管理办法»«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等的有关规定,对收到的申请

项目进行了形式审查,初审结果经科学部审核发出

不予受理通知后,有４项提出复审申请,经审核,维
持原不予受理决定.最终不予受理４３项,正式受理

８２８项;不予受理项目占申请项目的４．９４％.
共发出同行通讯评议３００２份,回收３００２份,

回函率为１００％.在对同行通讯评议意见进行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同行专家评议结果、结合申请材

料,经科学部部务会议遴选、各联合基金联席工作会

议讨论,确定了６１项参加会议评审答辩,７３项培育

项目上会讨论.经过申请人报告、专家提问讨论、总
体讨论和投票,以及对培育项目的集中讨论和投票,
建议资助８７项,资助直接经费１１３６２万元.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总经费

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２．２４％.

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请、评审、
资助情况

１２．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部分)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６７项,受理６４项,不予受理

３项.经科学部同行通讯评议,根据计划局下发的

答辩项目推荐指标,科学部经讨论推荐了１１个项目

参加计划局组织的答辩会,经项目申请人到会答辩、
专家组讨论投票,建议资助其中９项,资助直接经费

６０１５．４０万元.

１２．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部分)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４项,受理４项,没有不予受

理项目.经科学部同行通讯评议,１项多数同行通

讯评审专家建议资助的项目进入医学科学部咨询委

员会扩大会议进行答辩.经专家组讨论,并对其科

学性和可行性分别投票,该项目在科学性和可行性

方面的评价获得专家赞成票超过２/３,推荐该项目

参加计划局组织的答辩会.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专家委员会专家听取项目申请

人到会答辩、讨论、投票,赞成票未过２/３,不建议资

助该项目.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资助总经费占医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１．１９％.

１３　专项项目受理、评审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受理了“人类疾病大动物模

型构建”和“长寿重要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两个领域专项项目的申请.

“人类疾病大动物模型构建”共收到申请１７０项.
经过审核,有１０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１６０项.受

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科学部部务

会议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１５项,资 助 经 费

１４７４万元.
“长寿重要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共收到

申请６９项.经过审核,有６项不予受理,正式受理

６３项.受理的项目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学科和科学

部部务会议遴选、会议评审,建议资助１０项,资助经

费９５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专项项目资助总经费占医

学科学部总经费的０．５０％.

１４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评审工作的新做法与

未来工作思考

１４．１　积极落实改革任务

针对科学部承担的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深
入调研如何充分发挥我国人口众多、临床经验和医

学资源丰富等优势,组织召开３次双清论坛、１次

专家咨询组会议,以及通过网络等方式,对重大疾

病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拟前瞻布局的重点研究领域

开展调研,并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议加大对癌症等

重大疾病的攻关力度,以支持“健康中国”战略的

实施.

２０１９年,医学科学部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统

一部署,选择所有的重点项目和肿瘤学科的面上项

目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与试点工

作.受理申请前,科学部积极参与改革试点准备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受理项目后,科学部按照改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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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精心组织,做好项目的评审工作.

１４．２　及时开展改革试点调研与总结工作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为
了深刻检视科学基金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认真对照

检查整改,切实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医学科学

部在评审会前设计了调查问卷,向参加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评审会

以及学科评审组会议的专家们发放调研问卷３４５份,
针对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定位与资助导向、完善

基金评审机制、重大原创项目遴选立项机制与管理

方式、医学学科布局与前瞻性战略研究、我国生物

医学大数据与人类遗传资源的保护利用等方面开

展调研.
在重点项目评审会结束后,组织神经科学领

域、老年医学领域的参会专家召开座谈会;在学

科评审组会议结束后,组织肿瘤学领域的所有专

家召开座谈会,两个座谈会重点就基于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工作征求专家们的

意见与建议.

１４．３　切实加强激励原始创新

医学科学部从多方面落实“激励原始创新”的工

作要求.
(１)重视学术贡献:医学科学部在遴选答辩项

目或非答辩重点审议项目时,不唯论文数量,重视申

请人的学术贡献和成果质量,在杰青、优青答辩候选

人的推荐过程中,还特别要求学科单独列出申请人

的学术贡献,不限于近五年的代表性论著,营造十年

磨一剑潜心研究的氛围和科学精神,以利于科学部

遴选环节的正确判断.
(２)强调研究的创新性:医学科学部在各类项

目工作要求中均强调注意遴选创新性强的项目,在
给通讯评审专家发送评审通知中也强调重视项目的

创新性.
(３)倡议追求创新的价值观:医学科学部于

２０１８年底向科技界发出“坚持正确价值导向,追求

卓越医学创新”的倡议,２０１９年度医学科学部组织

的每个评审会都印发了该倡议书内容,并希望专家

们遵循倡议的精神,重视原始创新,遴选出真正具有

创新的项目给予支持,不唯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重
视真正的学术贡献和代表性成果.

(４)及时支持创新项目开展研究:为了保证创

新性强的项目及时得到资助,２０１９年医学部在受理

按立项领域申请重点项目的同时,试行受理少量非

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鼓励申请人根据国家重

大需求,在重大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诊断、治疗

和预防等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以保障原创新性的

研究不受立项方式的限制而得到及时的资助.
(５)继续推动评审国际化: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和创新学术评价的科学性,医学科学部在重点项目

同行通讯评审中邀请了２７位海外专家参与评审,共
收到海外专家评议意见１７２份;在重点项目会议评

审、学科评审组会议评审过程中共邀请了６位海外

专家到会评审.

１４．４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１)医学科学部将继续围绕新时代科学基金体

系的改革目标,落实改革任务和重要举措,积极推进

各项改革部署,重点保障评审工作顺利完成,完成好

医学领域中长期和“十四五”发展战略调研以及优先

资助领域的制定等各项任务.
(２)关于构建源于知识体系逻辑与结构、促进

知识与应用融通的学科布局工作部署,医学科学部

着手调研科学部学科体系和组织机构设置情况,以
学科代码体系为契入点,推进学科代码科学逻辑调

整优化.一是通过试点科学处带动一级代码、二级

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梳

理工作,进行一级代码优化调整、二级代码分类整合

和研究方向梳理完善,及时总结经验.二是着手调

研国际上同类医学科学基金管理机构如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等机构的学科代码

设置及学科布局情况,提出医学学科体系的内在逻

辑框架和优化学科布局设想,提交专家咨询论证,稳
步有序推进优化医学学科布局.

(３)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卫生健康突发事

件需要及时安排部署,医学科学部拟开展关键科学

问题研究.首先,对于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

署中涉及的人口健康关键科学问题,在委党组的指

导下及时做好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组织研讨凝

练科学问题,以专项项目的形式及时落实,目前已经

落实了“长寿重要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专
项、“人类疾病大动物模型构建”专项、肿瘤研究新范

式原创探索项目、“人体纤维结缔组织网络中的界面

主动传输新现象及其机制研究”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其次,建立自上而下引领机制和自下而上建议机制,
通过建立常态化的面向国家需求优先发展领域遴选

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咨询专家的战略作用和一线科

学家的前瞻建议,在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

计划项目等引导类项目布局过程中,围绕重大疾病

和关键核心技术精准部署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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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前已经持续推进了肿瘤、疫苗、创新药物等重

要领域的资助部署,并开展有关如何资助临床研究

和加强医学伦理体系建设的调研工作.
(４)医学科学部拟将着重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

究、国内外专家咨询以及前沿科学问题征集等相关

工作.一是发挥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学术引导

作用,通过战略研讨等平台,研究国际研究前沿和热

点以及可能产生重大原创突破的新想法新思路,开
展论证和判断,凝练问题、聚焦重点,形成医学领域

重点资助方向,并推动在资助工作中落实.二是面

向全社会征集前沿科学问题,鼓励广大科研人员瞄

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热点和有突破前景的研究方

向,凝练科学问题.
其他如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和推进原创探索

计划的工作主要是配合责任部门推进有关任务落

实,组织多方论证重点推进了“纤维结缔组织界面传

输新现象及其机制”和“肿瘤研究新范式”原创探索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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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光矢量分析方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６１５２７８２０)等资助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达成像与微波光子学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潘时龙教授团队在光矢量分析方法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以“OpticalVector
AnalysiswithAttometerResolution,９０ＧdBDynamicRangeandTHzBandwidth”(具有阿米级分辨率、
９０dB动态范围和THz带宽的光矢量分析)为题,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３日在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
通讯»)上在线发表.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４１４６７Ｇ０１９Ｇ１３１２９Ｇx.

光器件是实现新一代光信息系统(光通信、光传感、光处理、量子计算等)的物理载体.光矢量分析方法

作为一种能够测量光器件幅度、相位以及偏振响应的基础测量方法,可在光器件的研制、生产、检测和应用中

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光器件的测量要求各不相同,需要光矢量分析方法具备超高分辨率、超宽带和

大动态范围等特性.然而,现有的光矢量分析方法很难同时实现超高分辨率、超宽带和大动态范围测量.
针对上述问题,潘时龙教授团队提出了一种基于非对称光双边带调制的光矢量分析方法,将电光调制产

生的双边带信号均用作探测信号,可同时满足超高分辨率、超宽带和大动态范围的测量要求.该方法与光学

单边带调制的光矢量分析方法相比,在系统带宽不变的情况下,测量范围翻倍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测量效

率.在接收机端,由于两个探测信号的解调频率与电光调制非线性所产生的高阶边带的频率均不相同,可以

很容易区分有用信号和调制非线性带来的干扰信号,进而大幅消除测量误差,提升测量分辨率和动态范围.
通过选择超高边带抑制比的移频器件,消除了残留边带,实现了动态范围的进一步提高;采用频率稳定性好、
超窄线宽的激光源,将光矢量分析的分辨率提高至接近激光器的线宽;结合光频梳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多

通道幅相均衡技术,将测量范围拓展至１THz以上.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实现了分辨率为３３４Hz、动态范围

大于９０dB、测量范围为１．０７５THz的光器件光谱响应测量.研究成果可为前沿光器件的研制和相关物理

现象的探索提供有效测量手段.

(供稿:信息科学部　张丽佳　孙　玲　潘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