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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为研究对象,探讨广西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分布结构与发展现状,为加强广西基础研究管理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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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是推动国家基础研究长足发展的重要资助体系.高

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情况,
在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学位点等评估体系中占有

相当大的权重[１],一个地区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的广度与强度,往往标志着该地区的原始创新能力

和基础研究实力[２].广西作为后发展欠发达的西部

地区省份,总体基础科学研究水平低于内地沿海发

达省份,在获得科研项目经费支持上面临一定局限

性.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特别是地区科学基金设

立后,为推动广西等欠发达省份和地区的基础研究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

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情况为基础,对广西获得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统计

分析,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促进优势学科形成、培
养科技创新人才等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广西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

计分析

１．１　总体情况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申请自然

科学基金的数量逐年增加,每年均在２７００项以上,

２０１８年 的 申 请 量 更 是 超 过 ４０００ 项,一 共 申 请

１８７９７项,表明广西科研人员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积极性和关注度不断提高.广西获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数总体上稳步增长,从２０１３年５２５项增

长至２０１８年５８０项,增幅达１０．４８％;共获资助项目

潘家新　硕 士,工 程 师,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专利分析、文献咨询服务、科技报告等.

３３３１项、经费总额１３．６６亿元,平均资助强度达到

４１万 元/项,对 项 目 实 施 起 到 关 键 的 保 障 作 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资助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经
费总额比前六年(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分别增长１２５０７％
和１４５．７８％.这表明广西基础研究热情持续高涨,
基础研究创新能力随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规模的增加

而增强.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广西获资助项目数、经费占

全国比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广西

加强与自然科学基金的工作对接,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申请获批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总体情况

年份

申请

项数

(项)

资助

项数

(项)

经费

(万元)
资助率

(％)

资助项数

全国占比

(％)

资助经费

全国占比

(％)

２０１３ ２７３２ ５２５ ２４５７２．８０ １９．２２ １．３８ １．０４

２０１４ ２８９３ ５６２ ２６６８７．００ １９．４３ １．４８ １．０６

２０１５ ３０１０ ５６７ ２１７２２．３６ １８．８４ １．４２ ０．９９

２０１６ ２９２８ ５４５ ２０６３８．７０ １８．６１ １．３２ ０．９１

２０１７ ３２２０ ５５２ ２０３２８．８０ １７．１４ １．２６ ０．８０

２０１８ ４０１４ ５８０ ２２６５４．１１ １４．４５ １．３０ ０．８７
合计 １８７９７ ３３３１１３６６０３．７７ １７．７２ １．３６ 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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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鼓励广西科技工作者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１８年资助项目数、经费占全国的比例出现回升,
环比增幅分别达到５．０７％和１１．４４％,均高于全国

平均增幅.

１．２　依托单位

１．２．１　依托单位类别分析

作为“２１１”重点建设的广西大学,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累计获资助项目数７０４项,资助经费３．０１亿元,
项目数和资助经费占广西比例均超过２１％(表２),
是广西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四种类别的依托单位

中,只有“２１１”重点建设高校获资助经费占广西总经

费的百分比(２２．０４％)高于获资助项目数占广西的

百分比(２１．１３％),反映了汇聚在重点建设高校的大

额经费项目比其他依托单位多.依托单位为普通高

校的有２０个,共获资助项目２２４０项,资助经费金额

９．１１亿元;普通院校获资助项目数、经费均超过广

西的 三 分 之 二,成 为 广 西 基 础 研 究 的 主 力 军.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２１１”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获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成效显著,获资助经费占广西总经

费的８８７５％.
依托单位为科研院所的有１７个,获资助项目数

和经费分别占广西的７．４８％和７．２３％,主要专注于

红树林、南亚热带农业、特色作物、亚热带作物、林
业、蚕业、兽医、水产、水利、水牛、中医药等具有广西

独特环境和资源特色的研究领域,为广西农业发展

提供生命学科基础研究支撑.其他类别的依托单位

有１６个,主要是医疗卫生机构、植物园、环境监测

站、博物馆等具有社会公益职能的事业单位,其中医

疗卫生机构占１２个,针对广西公众医疗卫生开展医

学学科基础研究.

１．２．２　依托单位资助情况

广西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获得资助经费总额超过３０００
万元的单位有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桂林电子科

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广西师范大

学、桂林医学院、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等

９所高校,共获资助项目数、经费分别为 ２６８９ 项、

１１．２２亿元,分别占广西的８０．７３％和８２１６％,是
广西基础研究实力较为雄厚的单位,说明广西高等

院校在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方面集中度明显.从资助

率来看,资助率最高的是广西大学,达２４．１５％;广
西师范学院次之,达２２．６６％.该９个高等院校资

助率均高于广西同期整体资助率水平(１８．６２％),但
只有广西大学(２４．１８％)高于全国同期整体资助率

水平(２３．１４％).由此可见,资助率是依托单位平均

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和保障获资助项目体量的重要

抓手[３].

１．３　项目学科分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资助项目涵盖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所有

科学部,其中获得项目最多的是医学科学部,资助项

目数１０９４项、经费４３８２３．４５万元,分别占广西的

３２８４％和３２．０８％,其次是生命科学部(５６０项,占
广西获资助数１６．８１％)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４１２
项,占广西获资助数１２．３７％),这说明广西在医学、
生命、工程与材料３个科学部基础研究领域优势学

科的人才和资源聚集效应较为突出.此外,广西在

信息(３３６项)、化学(２９５项)、数理(２６４项)、地球

(２５９项)等４个科学部也获得较多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广西在管理科学部获资助１１１项,占广西所获基

金总数的３．１３％.除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在信息科学部、
管理科学部获得的资助项目数和经费均有一定增加

以外,在其他各科学部获得的资助项目数和经费基本

维持平稳态势.总体上,广西的基础研究学科体系初

步具备一定梯次,相关主要学科得到均衡发展.

１．３．１　一级学科分布

在自然科学基金一级学科代码分布方面,如表

３所示,广西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获资助项目数排名前十

的一级学科是广西基础研究的骨干学科,获资助数合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各类机构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情况

依托单位
单位数

(家)
各类机构总项数

(项)

各类机构总项数

占广西百分比

(％)

各类机构总金额

(万元)

各类机构总金额

占广西百分比

(％)

“２１１”高校 １ ７０４ ２１．１３ ３０１０５．７０ ２２．０４
普通高校 ２０ ２２４０ ６７．２５ ９１１２８．２７ ６６．７１
科研院所 １７ ２４９ ７．４８ ９８８１．００ ７．２３
其他 １６ １３８ ４．１４ ５４８８．７０ ４．０２
合计 ５４ ３３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６６０３．７７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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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资助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级

学科分布情况(一级学科获资助数排名前十)

排名 一级学科代码及名称
资助数

(项)
资助经费

(万元)

１ H２６肿瘤学 　２１９ ８６３６．９５
２ H２７中医学 １７９ ７１６５．００
３ F０２计算机科学 １２４ ４９１４．００
４ A０１数学 １２１ ３６９４．５０
５ E０８建筑环境与结构工程 １１１ ５１７７．００
６ F０１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１０６ ４８６７．５０
７ H２８中药学 ９６ ３７４７．００
８ D０１地理学 ８６ ３７１２．００
９ H２６预防医学 ８６ ３３５６．２０
１０ C１３农学基础与作物学 ７９ ３１７７．００

合计 １２０７ ４８４４７．１５

计１２０７项,占广西获资助数的３６．２４％;资助经费

为４８４４７．１５万元,占广西资助经费的３５．４７％.其

中,获资助超过１００项的一级学科有６个,获资助经

费超过３０００万元的一级学科有１０个.在医学科学

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肿瘤学、中医学、中药

学、预防医学;在信息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

科是计算机科学、电子学与信息系统;在数理科学

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数学.在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建筑环境与结构

工程;在地球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地理

学;在生命科学部,获资助较多的一级学科是农学基

础与作物学.可以看出,这些获资助较多的学科基

本都属于广西传统医学、电子与信息、建筑结构、数
学等优势学科群的范围.

１．３．２　优势学科的依托单位分布

依托单位某学部获资助数量可以反映该单位在

此领域相关学科基础研究实力和水平,而学科领域

优势及其依托建设的重点实验室往往反映着高校的

办学特色、专业特点和平台优势.从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学科分布看,广西大学在数理

(６１项)、生命(２３０项)、工程与材料(１６９项)、管理

(５２项)４个学科领域较自治区内其他依托单位优势

显著,分 别 占 广 西 该 学 科 获 资 助 数 的 ２３．１１％、

４１０７％、４１．０２％和４６．８５％,该校相应建立有亚热

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农

业环境与农产品安全、防灾减灾与工程安全、相对论

天体物理、甘蔗生物学等１４个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
广西师范大学在化学学科获资助７６项,占广西该学

科获资助数的２５．７６％,该校相应建立有药用资源化

学与药物分子工程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西医科大学(４６２项,占广西该学科获资助数

４２．２３％)、广西中医药大学(２２９项,占广西该学科

获资助数２０．９３％)、桂林医学院(１７４项,占广西该

学科获资助数１５．９０％)三个医学类高校在医学学

科资助项数合计占广西该学科总数比例超过７９％,
且相应建立有生物靶向诊治研究、中医基础研究、地
中海贫血防治研究、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
中药药效研究等１５个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桂林

理工大学在地球科学(６８项,占广西该学科获资助

数３２．２２％)、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在信息学科(１１７
项,占广西该学科获资助数４３．９８％)分布也非常集

中,分别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并建立有相应的自治区

级重点实验室.凭借优势学科资源、人才的集中效

应以及广西自然科学基金的“苗圃”作用,广西依托

单位相继建立起３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１家省部

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以及９４家广西自治

区级重点实验室,其中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共有８８家重

点实验室获得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资助覆盖率

达到８９８０％,说明广西依托学科优势和重点实验

室建设进一步整合资源、凝聚合力,为基础研究人才

培养和挖掘原始创新潜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１．３．３　优势学科的发展趋势分析

依托西部地区传统学科和区域资源优势,医学

科学部是广西获得资助项目最多的科学部,同时也

是江西、云南、新疆、贵州等省(自治区)在本地辖区

内获得最多的科学部,通过对比该科学部的资助数

量变化,可以直观反映５个西部地区省(自治区)未
来获得该科学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竞争实力.如

图１所示,五年间广西医学学科每年获资助的项目

数量基本维持在１７７至１８９项之间,说明广西医学

学科在人才队伍建设、资源整合的工作成效得以巩

固,表现出较稳定的基础研究实力,但该学科获资助

的数量往上增长乏力.相比之下,江西、云南、贵州

实现逐年增长,特别是江西省２０１８年获资助数量

１９８项,比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６９．２３％,年平均增长１３．
８５％,是２０１８年度五个省(自治区)中获得医学学科

基金项目资助数量最多的省份.贵州省２０１８年获

资助数量１６７项,比２０１３年增长了１３８．５７％,年平

均增长２７．７１％,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五个省(自治区)
中获得医学学科基金项目资助数量增长最快的省

份.云南省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获得医学学科基金项目

资助数量也获得较大增长.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广西在

医学学科获资助数量在五个省(自治区)中排名第

一,且与另外四个省(自治区)存在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已被江西省赶超,２０１７年获资助

数量比江西省少了２８项.由此可见,广西医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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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５个省(自治区)
医学学科获资助项数情况

的建设发展要进一步发挥地域资源优势,充分借鉴

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在引进高端人才和集聚整合学

科资源方面的经验做法,快马加鞭迎头赶上.

１．４　项目类别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涵盖了１３个项目类型,覆盖了探索、工具、人才、融合

等四个系列的大部分项目类型.但共有四个类型的

项目未获过资助,分别是重大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１．４．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资助的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数２４４９项、资助经费８４７３６．７６万元,分别占广

西获资助数和经费总额的７４．２６％和７４．３６％.由

此可见,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是支撑广西基础科学研

究的主要渠道和集中项目类型,体现自然科学基金

委设立的地区科学基金对扶持广西基础研究发展发

挥的巨大支撑作用.如表４所示,广西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获地 区 科 学 基 金 资 助 项 目 数 依 次 为 ３９８ 项、

４０７项、４２０项、４０５项、４１３项和４０６项,总体立项数

量保 持 平 稳 增 长;经 费 依 次 为 １９０６２．３０ 万 元、

１９２６０００万元、１６２５２．４６万元、１５２８０．５０万元、

１４８８１．５０万元和１５０９３．２５万元,总体资助经费出

现下降.平均资助强度从２０１３年４７．９０万元下降

到２０１７年３６．０３万元,到２０１８年稳定在３７．１７万

元,这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区科学基金平均资助强

度的下降走势基本保持一致,说明自然科学基金委

对优化该类基金项目的资源配置进行了一定调控.
在广西总体情况的数据中,广西年度获资助总项目

数总体上出现一定增长,而经费总额呈现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在于: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获资助项目数基

本维持平稳的情况下,广西占比超过７４％的地区科

学基金受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区科学基金平均资

助强度下降的影响.

从依托单位分布看,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间地区科学

基金共有４９个依托单位获得资助,其中获资助超过

２０项的单位有１６个;获得资助金额超过３０００万元

的单位１１个;获得资助超过１００项的有广西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桂林医学院;获得

资助项数超过４００项的有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其中,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获得地区科学基金数

和资助金额远远超过广西其他依托单位,该两所高

校合 计 项 目 数、经 费 分 别 占 广 西 的 ２６．７２％ 和

２６４４％.从科学部分布来看,地区科学基金分布在

申请代码为 A、B、C、D、E、F、G、H 等８个科学部的

获资助数占广西该科学部获资助总数比例依次为

５５．３０％、６７．１２％、７７．８６％、４９．０３％、６７．２３％、

６９．９４％、９１８９％和８４．８３％,对比可知:管理科学

部(G)的地区科学基金占比最高,其次是医学科学

部(H)、生命科学部(C);地球科学部(D)的地区科

学基金占比最低,其次是数理科学部(A).由于地

区科学基金申请范围和竞争难度比其他类别基金相

对较小,一方面体现管理、医学、生命这三个科学部

在地区科学基金方面对广西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也说明广西在管理、医学、生命这三个科学

部对地区科学基金依赖程度较大.

１．４．２　青年科学基金和面上项目的分析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两类项目２０１８年

分别获资助５９项、４７项,均出现一定增长,比２０１７
年分别增长１３．７９％、２５．５３％.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获资助数分别为４９９项和

２８２项,分 别 占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全 部 获 资 助 数 的

１４９８％和８．４７％;获资助经费分别为１１２４０．４０万

元、１８３４９．７０万元,分别占广西资助经费总额的

８２３％、１３．４３％.面上项目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汇

聚了更多大额度经费的项目,均成为培养广西基础

研究后继人才的关键.如图２所示,面上项目和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总数排名前七名的单位为广西大学、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桂林医学院.其

中,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显著高于同时期

获资助面上项目数量的是桂林理工大学、广西师范

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反映这３所高校青年人才培

养和引进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为科技创新领

域的提速发展充实了科研人才队伍,而支持引导青

年科研人员进一步获面上项目资助将成为这几所高

校基础研究实力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方向.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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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获各科学部资助项目的类别分布情况 单位:项

项目类别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程与材料 信息 管理 医学 合计

地区科学基金 １４６ １９８ ４３６ １２７ ２７７ ２３５ １０２ ９２８ ２４４９
面上 ２２ ２７ ４１ ３７ ４６ ３４ ４ ７１ ２８２
青年科学基金 ６３ ５４ ７９ ９０ ８２ ４１ ４ ８６ ４９９
其他 ３３ １６ ４ ５ ７ ２６ １ ９ １０１
合计 ２６４ ２９５ ５６０ ２５９ ４１２ ３３６ １１１ １０９４ ３３３１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西主要高校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和面上项目获资助情况

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数量明显低于同时期获面上项

目资助数量的是桂林医学院,需要加大引进和培养

高层次青年人才的工作力度.相对于面上项目,桂
林电子科技大学获得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数量

也较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是全国四所电子科技大

学之一,其信息学科是该校的优势学科.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年该校信息学科共获资助１５４项,其中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仅有１８项,占本校该学科资助总数的

１１．６９％,比面上项目少８项,说明桂林电子科技大

学应注重在信息学科稳定青年科技工作者队伍,加
强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和扶持,保障自身优势

学科获得长足发展.
１．４．３　重大重点类项目分析

广西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支持经费超１００万元的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均是重点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等重大重点类项目及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等人才类项目.重点项目共获得资助７项、经费

２２１５万元,分别占广西１９９６—２０１８年历年累计重

点项 目 获 资 助 总 数 和 经 费 总 额 的 ５８．３３％ 和

７１８０％.这说明随着基础研究水平的逐渐提高,广
西近年来承担重点等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的能力得到

较大突破.此外,广西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共获资助１项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项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２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１项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等重大类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体系开

始向前沿高科技研究的纵深拓展.

２　讨论与建议

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广西整体原始创新

能力与基础研究竞争力得到较大提升,但基础研究

发展现状总体处于平稳态势,下一步如何寻求突破,
需要摸准广西基础学科建设发展的优势与劣势,补
齐在政策扶持、人才引进、资金投入等制约创新驱动

发展动力的短板.

２．１　充分发挥广西地区及联合基金的育苗作用

广西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比重过大,受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强度波动,广西资助经费总体上呈下

降趋势,在医学科学部、生命科学部等优势学科对地

区科学基金依赖程度较大,与自然科学基金委尚未

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联合基金”,获得较

高水平项目资助不多,影响了广西学科建设均衡发

展与基础研究能力提升,需要借助本地区及其联合

基金引导科学发展.首先,要借鉴江西、贵州等省的

做法经验,探讨建立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

基金专门管理机构,更加规范高效地管理广西自然

科学基金.其次,要通过吸引社会资金以联合资助

方式支持基金项目,同时与自然科学基金委研究探

讨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联合基金”,争取

将广西纳入第二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范畴.
再次,在申报上设置激励扶持规定,对获得国家高水

平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负责人申请广西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时,给予优先资助.

２．２　积极鼓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近年来获资助项目经费有七、八成集中在７家

主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创新资源在基础研究

中的积极性和作用未得到充分调动和有效发挥,专
业领域的覆盖面和人才培育的广泛性受到限制.广

西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加大鼓励和推动我区科技工作者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力度,使得２０１８年申

请量和 资 助 数 量 实 现 增 长,但 年 度 资 助 率 仅 为

１４４５％,需要增加依托单位高质量的有效申请以提

高资助率.首先,要加强动员辅导,通过邀请知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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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广西科研人员进行申报的集中辅导,联合各高

校院所分别邀请相关特色优势学科的自然科学基金

专家来讲课指导,提高申报水平.其次,要宣传和推

广广西大学、广西医科大学、桂林理工大学等先进单

位申报自然科学基金的经验和做法.再次,要组织

专家预评审,为提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书质

量,在申报书递交自然科学基金委之前,建议科研单

位科技管理部门积极聘请获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项目负责人评审申报书.

２．３　加大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力度

部分依托单位如桂林医学院、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获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数量低于同时期获资助面

上项目数量,分别在其优势学科(医学、信息)获得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较少,需要加大引进和培养高层次青

年人才的工作力度.广西高校仅有两个国家级重点

学科,高水平领军人培养和引进的环境条件缺少驱动

力和吸引力,导致广西领军人才、院士、杰青等高层次

人才以及青年领军人才严重短缺.首先,要加大支

持重点实验室从海内外引进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人

才,以充实广西的基础研究队伍,带动形成一批在国

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方向和研究团队.其

次,要通过广西自然科学基金的育苗作用支持这些

青年科技人才,使他们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前

打下一定的科研基础,提高申报命中率.再次,制定

多项政策促进区内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加速培养

造就一批青年骨干成为优秀学术带头人,为广西科

技人才申报自然科学基金高水平项目夯实基础.

２．４　继续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

广西依托单位利用优势学科的人才与资源集聚

效应相继建立起３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１家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以及９４家广西区级重点

实验室,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挖掘原始创新潜力创

造了有利条件,但重点实验室考核评估和职称评定等

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影响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培育和

引进以及开展系统性高水平基础研究,不利于发挥领

军人才的先锋带头和团队带动作用.首先,要通过成

立广西重点实验室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推动重点实

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并指导重点实验室成员申报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其次,要加大财政投入和稳定支持,
通过打造重点实验室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加强国家

级和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管理,激励加快

培养和引进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和研究团队.再次,要
围绕广西特色优势学科发展需要,制定广西自治区级

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建立完善实验室绩效考核评估

机制和科学合理指标体系,将承担基础研究类项目数

设立为考核重点实验室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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