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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运用数据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对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

成效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本文研究发现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成效主要体现在:对欠发达地区基

础研究人才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了面上项目资助,一些人获得了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且有多人入选院士;促进了欠发达地区依托特色学科建设国家级科研平

台和“双一流”学科;多数项目属于面向区域发展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许多成果在促进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科技进步与国际合作、带动地方政府和企业

科研投入等方面也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总结成效与经验,提出优化地区基金项目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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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和提高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

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的研究水平,促进各地区科

学技术水平的均衡发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自１９８９年起设立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地
区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最初的资助区域范围

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广西、海南７个

省(自治区)所属的地方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经过

多年发展,地区基金项目资助的区域范围逐步扩大,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覆盖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
广西、海南、贵州、江西、云南、甘肃等１１个省(自治

区)的全部区域和陕西省榆林市与延安市、吉林省延

边州、湖北省恩施州、湖南省湘西州、四川省凉山州、
甘孜州和阿坝州等５个省的８个地市州.１９８９年

地区基金项目资助经费２５９．４４万元,占基金资助总

资助经费１．９５％,近年来每年资助经费１０亿元以

上,占基金资助总经费４~５％.１９８９至２０１９年,地
区基金项目共资助项 目 ３１２２３ 个,资 助 总 经 费

１２５．４９亿元[１].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主体项目类型

邢怀滨　 国 家 科 技 评 估 中 心 副 主 任,教

授,主要从 事 科 技 创 新 政 策 与 管 理、公 共

政策评估等方面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张威　广西大学讲师,主要从事科技创新

与管理、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研究.近年

来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专题绩效评价研究与探索”
(J１８２４０１９)、“基于绩效评估的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管理优化研究”(J１８２４００９)、“基于

遥感数 据 的 海 岸 带 生 态 系 统 健 康 研 究”
(４１００１２７１)等科研项目的研究.

之一,地区基金项目是中央财政科研经费对西部等

欠发达地区倾斜支持基础研究的主要渠道.在新的

形势下,不断优化改进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政策,更好

地发挥其在促进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中的作

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尝试对地区基金项

目过去３０年的资助成效进行较为系统地总结分析,
为更好地实施该类项目提供依据和借鉴.



　
第３４卷　第３期 张威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成效研究 ３３３　　 　

１　研究基础与方法

已有一些研究对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成效进行

了关注.这些研究通常基于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数

据,通过分析获资助人员的特征、地域和学科分布等

提出政策建议[２],或者基于时代发展背景提出优化

改进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政策的思考[３];也有一些研

究从资源布局角度分析地区基金项目对我国科研经

费空间分布的影响[４—６];还有研究针对地区基金项

目的特定功能,如对地区基金项目在人才培养方面

的效果进行研究[７,８],或者对地区基金项目在某地区

或某机构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和总结[９].从２０１６
年开始,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年度绩效评价工作中将

地区基金项目作为评价对象之一,采集了地区基金

项目在相应年度取得成效的一些案例,并提出了优

化改进资助政策与管理的建议[１０].总体上看,这些

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表明了地区基金项目在稳定

受资助地区基础研究队伍、培养优秀人才和服务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为较为系统地总结分析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成

效,我们综合采用项目数据分析、依托单位问卷调

查、实地调研和人员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一是对

１９８９年至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统计资

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报告»等官方报告的数

据、地区基金项目资助清单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进行

分析;二是选取资助区域内获得地区基金项目数量

较多、中等和较少的具有代表性的１００家依托单位

(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等不同类型机构)进行

问卷调查,回收了５５份有效问卷;三是实地调研了

延安大学、榆林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阳

中医学院、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西昌学院等８
所高校,与科研管理者和项目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
四是对发现的典型案例项目进行深入调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

法»中规定,地区基金项目支持受资助地区“部分依

托单位的全职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范围内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培养和扶植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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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根据这一

功能定位,本研究发现,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成效主

要体现在支持受资助地区科研人才成长、促进地方

特色学科发展和科研平台建设、支撑引领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和其他广泛影响等方面,下文对这些成效

分别进行分析.

２　支持受资助地区科研人才成长

对过去３０年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地区获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总体情况分析表明,在这些地

区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地区基金项目

数量和经费占比都在７０％以上.这意味着这些地

区大多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得到了地区基金

项目的资助.
从项目负责人年龄看,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的

平均年龄比面上项目负责人更为年轻.过去１０年

间,地区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中 ３１~４０ 岁占比由

２３％增长到 ３２％,４１~５０ 岁占比由 ３４％ 降低到

２０％.其中３６~４０岁年龄段占比２７％,成为最高

比例的年龄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地区基金项目负责

人平均年龄４１．２２岁,面上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

４２．９岁.这表明地区基金项目促进年轻科研人员

成长的作用更为明显.
从项目负责人职称看,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中

具有正高级职称人员的比例近五年一直保持在

３８％左右,而面上项目负责人中这一比例为５５％左

右;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中具有副高级职称人员的

比例超过４０％,中级职称人员的比例接近２０％,都
显著高于面上项目.这表明地区基金项目在稳定和

凝聚富有潜力的科研人才、为他们提供成长空间和

提升机会方面发挥了更多作用.
在地区基金项目资助的基础上,许多科研人员

后续获得了面上项目资助.本研究统计了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区域内１１２所依托单位

获得面上项目资助的情况,这些单位４年内共获得

面上项目９２３项,这些面上项目的负责人中有６７０
人曾获得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占比为７２．５９％.表１
列出了除西藏以外的１０个省(自治区)获得地区基

金项目最多的高校(１省１校)的具体情况.可见,
地区基金项目的训练和培养对科研人员后续获得难

度更大的面上项目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杰青项目”)

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
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的项目.本研究对截至２０１８年共４００６位杰青项

目获得者承担地区基金项目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

共有１２人获得过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其中９人是获

得地区基金资助后又获得了杰青项目资助(表２).
两院院士是高层次杰出人才的代表.本研究对

２０１９年３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网站上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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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部分高校获地区基金项目的人员后续获得面上项目情况

学校
获资助面上项目数量

获得过地区基金资助的

面上项目负责人数量
比例(％)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南昌大学 １４ ２７ ３０ ２９ １４ ２０ ２０ ２２ １００ ７４ ６７ ７６
云南大学 １２ ９ １６ ２４ ７ ７ ８ １３ ５８ ７８ ５０ ５４
广西大学 １５ １５ １０ ２３ ８ ９ ７ １６ ５３ ６０ ７０ ７０
新疆大学 １０ ８ ９ ５ ８ ７ ８ ２ ８０ ８８ ８９ ４０
兰州理工大学 １１ ７ ５ ２ ２ ５ ３ ０ １８ ７１ ６０ ０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４ ４ ９ ２ ２ ４ ８ １ ５０ １００ ８９ ５０
贵州大学 ８ １０ ９ ８ ６ ８ ６ ６ ７５ ８０ ６７ ７５
青海大学 ２ １ ０ １ ２ １ ０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宁夏大学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海南大学 ２ ３ ６ １０ ２ ０ ５ ４ １００ ０ ８３ ４０

表２　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杰青项目资助的情况

姓名 单位 获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年份 获杰青项目资助年份

黄路生 江西农业大学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梁恩维 广西大学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张和平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１９９７、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唐年胜 云南大学 ２００９、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陈义旺 南昌大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任　军 江西农业大学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曾明华 广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李　梅 内蒙古科技大学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聂少平 南昌大学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８

７５９位科学院院士和８３７位工程院院士承担地区基

金项目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科学院院士黄路生,
工程院院士刘守仁、马克俭、宋宝安、吾守尔斯拉木、
朱有勇、彭金辉等人在早年都曾获得过地区基金项

目资助.
此外,地区基金项目成为吸引和留住西部人才

的重要吸金石.例如延安大学,在引进人才方面一

直面临窘境,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６年间总共才引进

博士２３名,但在２０１６年获得申报地区基金项目资

格后,当年即引进博士２１名,２０１７年新引进博士３０
名,２０１８年９月前新引进博士３６名,人才引进工作

取得了明显进展.

３　促进地方特色学科发展和科研平台建设

地区基金项目是受资助区域获得国家级项目的

主要渠道.根据５５所依托单位调查表,发现近５年

地区基金项目经费是这些单位获得国家级项目经费

的主要来源,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４年以来,这些单位

中地区基金项目经费占国家级项目总经费比重大于

８０％的单位数量年均２５个,占总依托单位数量的

４５％;比重在５０~８０％之间的依托单位数量年均２３
个,占总依托单位数量的４２％.即８７％的依托单位

获得的地区基金项目占其国家项目总经费的一半以

上,更有４５％的依托单位获得的国家级项目经费

８０％以上来自地区基金项目.因此,地区基金项目

是体现这些依托单位科研水平、激发提升科技活力

的主要项目类型.
地区基金项目的持续资助,对受资助单位建立起

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和学科发

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以地区基金资助区域的１０所

代表性高校为例,统计现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含省

部共建、培育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一级学科博

士点、“双一流”学科,近五年获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

励,以及近五年获得地区基金资助项数,如表３.
研究发现,获地区基金项目数最多的南昌大学、

广西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相继建立了具有地方

特色的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西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新疆大学省部共建新疆生物资源基因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云南大学省部共建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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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单位地区基金项目占基金项目总经费比重

表３　各高校平台与学科建设成果

高校

国家重点实验

室(含省部共

建、培育基地)

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一级学科博

士点(个)
双一流学科

(个)
近五年获国

家级奖(项)
近五年获省

部级奖(项)
近五年获地区

基金(项)

南昌大学 １ ２ １５ １ ３ ２３ ８６９
云南大学 １ ２ ２１ ２ ０ ３５ ２８７
广西大学 ２ ２ １７ １ ４ ６７ ４０９
新疆大学 １ ３ １４ ３ １ ２４ ３０３
兰州理工大学 １ ２ ６ ０ ０ ３６ ２２２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０ ０ １３ ０ ０ ２２ ２４６
贵州大学 １ ６ １７ １ １ ７４ ２８０
青海大学 １ ３ ５ １ １ ３２ １２２
宁夏大学 ２ ２ ６ １ ０ ２２ ２８２
海南大学 ２ ３ １０ １ ０ ４９ ２６６

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０所代表

性高校共建立了１２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含省部共

建、培育基地).２０１７年,新疆大学、云南大学进入

全国首批４２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南昌大学与

广西大学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谢明勇教授先后５次获地区基金资助,实验室学术

骨干陈红兵、万益群等研究团队都多次获得地区基

金项目资助,正是地区基金项目培养造就了这一批

优秀科研人才,为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创造了条

件.广西大学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

重点实验室针对具有地域特色的食糖原料作物甘

蔗、工业和生物能原料作物木薯等,开展系统的种质

资源保护、基础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实验室主任陈

保善、学术骨干冯家勋、石德顺等研究团队先后７次

获得地区基金资助.新疆大学省部共建新疆生物资

源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学术骨干张富

春、兰海燕先后６次获得地区基金项目资助,为创建

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

４　支撑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地区基金项目资助的省(自治区)大多处于我国

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环境生态资源丰富,
科技、文化发展落后,地方基础研究投入能力较弱.
很多研究认为,地区基金项目对这些地区的资助,有
效地推动了地方特色研究的进步,促进了当地经济

社会的发展.但是已有研究基本上是依托个别案

例、某一个或几个高校院所来进行说明,有一定的局

限性.为了更全面、系统地掌握这方面的情况,本研

究采用半定量方法对地区基金项目进行了归类分

析,即通过逐个分析地区基金项目的研究题目,看其

中是否包含依托单位所属地区的地域名称、地方特

色资源、地方病等关键词,再结合人为分析判断,筛
选出那些侧重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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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研究项目.通过对１９８９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８２６３
个地区基金项目逐一分析,发现１５３０８项是基于区

域发展需求背景的特色研究,占地区基金项目总数

的５４％.该分析尚未将题目中未体现、但研究内容

是结合地方发展的特色研究纳入进来.因此,可以

认为地区基金项目中的大部分是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应用基础研究.
从各科学部情况看,发现地球科学部资助的地

区基金项目与当地特色研究相关的项数占比最高,
为９４％;其次是生命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分别是

７５％和７４％;医学科学部和数理科学部占比较低,
分别为３７％和１３％.可见地球、生命和管理科学部

资助的地区基金项目更多的与地方特色研究相关,
而医学和数理科学部资助的地区基金项目大多数是

普适性的研究.从各省(自治区)情况看(图２),获
得资助项数较少的西藏和青海地域特色类研究项目

数占比最多,分别达到了９２％和８１％;获得资助项

目较多的江西、云南、广西三省(自治区)特色研究项

目数占比分别为４３％,５５％和４４％.这表明越是科

研实力弱的省(自治区),获资助的地区基金项目越

倾向于针对当地特色而展开.

图２　各省(自治区)获地区基金资助项目

数量及特色研究项数占比

在５５份地区基金项目依托单位调查表中,依
托单位共提供了３１２个典型案例,其中２０７个是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成果应用案例,占比近

７０％.例如,新疆医科大学安冬青教授先后４次获

地区基金项目资助,针对新疆冠心病的发病特点,首
次提出该地区的冠心病秽浊痰阻证型,并研制出治

疗该证型的主要代表药方天香丹,获得了国家发明

专利和药物临床实验批件,并于２０１０年将技术成果

转化给江西药都仁和制药有限公司,成果转化费用

达到２２０万.内蒙古大学马超美教授先后３次获得

地区基金项目资助,研究蒙药复方古日古木—７防

治丙型肝炎的机理,得到古日古木—７中具有保肝

作用的活性部位,为制备有效成分明确、质量易于控

制、服用方便的现代剂型鉴定了基础,该研究揭示了

民族药标准的特殊性,并向国家药典委提交了民族

药物药典标准的提升建议.昆明理工大学林连兵教

授先后２次获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对腾冲热海高温

噬菌体及其宿主多样性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特殊功

能基因的开发应用,通过裂解酶的杀菌作用,研发耐

药性细菌的杀灭替代技术,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噬

菌体杀菌剂和裂解酶饲料添加剂已经在云南和广西

部分养鸡场/养猪场进行了产品试用,效果显著,并成

功孵化出以该项目技术成果为支撑的“昆明益口福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以前味道养殖合作社”等企业.
再如,本研究实地调研发现,西昌学院是地处四

川省凉山州偏远地区的地方性本科院校,２０１２年四

川省三个州(凉山、甘孜和阿坝)获批进入地区基金

项目资助区域,２０１３年该校获批了当年四川省唯一

的地区基金项目«基于ISSR 和SRAP分子标记的

石榴枯萎病菌Ceratocystisfimbriata遗传多样性研

究»,该项基金的获批极大地增强了该校教师的科研

自信和创新热情.截至２０１８年,西昌学院累计获地

区基金项目５项,全部是围绕地方特色产业而开展

基础研究项目,如石榴枯萎病研究、当地马铃薯、苦
荞麦和洋葱选育研究等,培育的品种已经替代了以

往主导市场的日本、美国品种,为四川科技扶贫和特

色产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５　其他广泛影响

研究发现,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还产生了其他

广泛影响.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１８个省

(自治区)中,有１１个省(自治区)是属于地区基金项

目资助范围,地区基金项目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例如,南昌大学医学

院彭卫东教授主持的“江西老区农村人蛔虫种群生

态学研究”成果,引起 WHO土源性蠕虫病控制中心

主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克罗敦教授等人的关注,在
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下,中英双方正式开展了卓有

成效的合作研究,并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建立了校

际友好关系.广西兽医研究所谢芝勋研究员主持的

地区基金项目“禽呼肠孤病毒蛋白启动 PI３K/Akt
信号途径抑制细胞凋亡的研究”,研究成果在中国—
东盟动物疫病防控研讨会上展示,促成广西与东盟

国家动物疫病防控研究方面的合作.新疆师范大学

阿里木江卡斯木教授承担了地区基金项目“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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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新疆段城镇景观格局变化及生态安全评价”,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提取中亚、西
亚和中国新疆共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像元进行

研究,提出自然环境约束、城市化进程、国民经济能

力、人口分布趋势、政局稳定性及内部现实发展诉求

等影响城镇格局变化的因素.该研究丰富了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城市发展历程的科学认识,为新疆积极

对接和完善与中西亚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一带一

路”区域发展提供科学支撑[１２].
其次,地区基金项目的实施促进了当地政府和

企业的科技投入.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区域大多为经

济、科技较为落后的地区,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

下,当地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普遍不足.在地区基

金项目持续资助下,不少研究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成

果,这些成果显示的应用前景提高了当地政府和企

业科研投入的积极性.例如,广西科技厅采取了对

有较大潜力获得国家基金的项目给予培育性基金支

持的政策;广西的玉林师范学院、贺州学院、梧州学

院等地方高校给予获得国家基金的项目１∶１甚至

１∶２的配套经费支持.昆明理工大学林连兵教授

在地区基金项目资助下研发的耐药性细菌的杀灭替

代技术,获得相关企业的关注,后续获得了企业１００
余万元资助用于裂解酶在杀灭临床耐药性细菌的应

用研究.近年来,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科研投入

都在大幅增长,其中不乏地区基金项目的带动作用.

６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的结论简要概括如下:第一,地区基金项

目的持续资助为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人才成长起到了

重要支持作用.许多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后续获得

了面上项目资助,迄今有９位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

后续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并有７位

院士获得过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地区基金项目也

提高了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第二,
地区基金项目促进了当地高水平科研平台和一流学

科建设.对１０所高校的分析发现,地区基金项目的

资助为１２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含省部共建、培育基

地)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三,地区基金项目支

撑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明显.对２８２６３
个地区基金项目的研究题目分析发现,大多数地区

基金项目属于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特色应

用基础研究.众多项目案例表明,地区基金项目在

地方发展中产生了良好的应用.第四,地区基金项

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地区基金项目的实施推动了

“一带一路”区域的科技进步和国际合作,带动了地

方政府和企业的科研投入.
根据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等要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面

推进深化改革过程中,为更好地实施和发挥地区基

金项目的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提高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经费.地区基金

项目服务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很

好地契合了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且事实表明地区基

金项目在此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并显示出良好前

景.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率近年来逐年下降,２０１９
年下降到１４．８８％,竞争激烈程度甚至高于面上项

目和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研究周期与面上

项目相同,但单个项目资助额度约为面上项目的

６０％.因此,建议根据地区基金项目实施的实际需

要,增加资助经费,提高资助率和单个项目资助额

度,以利于充分发挥地区基金项目的战略功能.
二是重视对地区基金项目资助区域内有拔尖潜

力的青年人才进行阶梯式培育.依托单位应重视发

现和挖掘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制定个性

化培育方案,培养和鼓励他们获得地区基金项目后

再竞争面上项目乃至杰青项目,逐步成长为国家级

领军人才,并带动科研团队和研究平台的建设,促进

特色学科的发展.自然科学基金委已于２０１６年出

台了获得地区基金项目的限项政策,以鼓励那些已

经具备更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去争取高水平项目,后
续应持续关注地区基金项目资助范围内研究人员获

资助情况,对优秀的、呈现出高水平前景的地区基金

项目和人才加强培育,实施精准引导支持.
三是采取符合地区基金项目功能定位的评价导

向.在资助导向上,更加注重支持面向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在项目评审环节,应充

分发挥了解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地方评审专家

的作用;在绩效评价环节,应与面上项目等区别对

待,重点评价项目成果为解决地方发展需求提供基

础研究支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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