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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学风建设 提升诚信治理能力
全力推进新时期科学基金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陈宜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１０００８５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五届监督委员会主任.本文系作者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八届三次全委会上的监
督委员会监督工作报告(略有删减).

２０１９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五届监督委员会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和

作风学风工作的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自然科学基

金委党组的领导下,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

纪检监察组的指导下,在各部门的协助下,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巡视和科学

基金工作实际,顺利完成监督委员会２０１９年的工

作任务,并协助完成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整体部署

的有关监督工作.

１　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回顾

１．１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最新文件精神

深刻分析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科研诚

信、科研伦理和作风学风工作的新要求,主动适

应新形势、新政策、新变化,协助配合自然科学基

金委党组制定«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弘扬

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的工作

方案».

１．２　巩固科研诚信教育良好效果

一是协助组织并积极参与全国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 设 宣 讲 教 育 报 告 会.２０１９ 年 的 报 告 会 有

６０００人在现场聆听,约８０万研究生和研究生导师

通过网络直播集中收看.二是参与组织２０１９年全

国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研究生导师专题

培训班暨研究生论坛.三是通过科学基金管理工

作会、片会、依托单位培训会、联络网会,宣讲科学

基金科研诚信建设的做法和举措、查处的科研失信

行为典型案例以及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四是

在会议评审驻会监督过程中宣讲科学基金规章制

度,督促有关人员严守相关规定及纪律要求.五是

在«２０１９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中突出

强调关于加强评审公正性和规范性的措施,强化规

范意识.

１．３　激励践行新时代优良作风学风

一是以承诺促进学风建设.通过签署承诺书约

定行为标准,遏制不良风气的潜在苗头,督促有关人

员尽职履责、遵规守矩,激励社会各界共同营造和维

护风清气正的评审环境,确保项目评审工作的公正

性和公信力.

二是以倡议带动学风建设.会同中国科学院等

有关单位组织召开“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

学风”座谈会,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弘扬科学家精

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书»联署活动,发挥先锋

模范带动效应.

三是以落实责任推动学风建设.发布«关于加

强依托单位管理做好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依托单位与合作研究单

位进一步加强对申请材料中项目申请人、参与者、成
果标注等重要信息的审核把关,杜绝弄虚作假;督促

申请人和参与者严格遵循科学界公认的科研伦理

和行为规范;防止出现干扰评审秩序、影响评审公

正的不良行为;切实履行在学风建设方面的主体

责任.

四是以改革深化学风建设.积极推进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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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资助导向改革试点工作和“负责任、讲

信誉、记贡献”(RCC)评审机制预试点工作;鼓励

科研人员开展具有创新性学术思想的研究,尤其

是原创性的和对基础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的研究;倡导瞄准科学前沿并对国家社会发展

需求背后蕴藏的科学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推行科

研成果代表作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

献、影响;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

等错误倾向.

五是以舆论导向引导学风建设.通过媒体进行

官方发声,针对论文发表存在的不当标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现象,呼吁学术界实事求是进行论文

标注,引导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严格遵守论文标注

规范,自觉抵制虚假标注.

１．４　推动科研诚信与伦理制度建设

一是积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章

程»的修订工作,明确监督委员会在党组领导下聚

焦学术监督工作的角色定位.实质推进«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章程»的修订工作,进

一步完善监督委员会机构与职能设置以提升案件

审议效率和效果.二是全面修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科研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适应新时

期、新环境下的新情况,拓展适用范围,增强可操

作性,提升惩戒效果.三是启动制订«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旨在解决自然科学基金委

内部监督工作职能交叉、重复分散、统筹不够、共

享不足的状况.四是主动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立法

合作.与国家其他１９个部委共同研究制定«科研

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为科研领域失信

问题的联合治理贡献力量.五是筹备制订«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科研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规范科研

人员在科研活动中养成负责任的优良作风和学风.

六是探索 编 制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管 理 伦 理 手

册»,探索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研伦理治理模式

与制度体系.

１．５　夯实全过程全覆盖监督机制

一是在项目申请阶段开展高相似度检查.基于

项目相似度检查系统检测结果,对２０１９年度高度相

似的项目申请主动开展调查,在同年度项目间和本

年度与往年获资助项目间高度相似的项目申请基础

上,将调查范围扩展至本年度与往年未获资助项目

间高度相似的项目申请,首次实现高相似度案件类

型的全覆盖查处.

二是在项目通讯评审阶段抵制不当干扰.与通

讯评审专家签订公正性承诺书,结合在不同时段与

其他有关主体签署公正性承诺书的警示和预防作

用,提醒和约束通讯评审专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

作人员、依托单位、项目申请人及参与者等有关人员

严守各项评审纪律,杜绝“跑风漏气”或利益交换等

干扰评审的行为.实践证明,契约化治理使得反映

评审不公正及信息泄露的投诉举报明显减少;通过

«中国科学报»向社会公开表明资助机构的立场:将

继续做好廉政风险防控、坚决抵制“撒网”式“打招

呼”等现象.

三是在项目会议评审期间开展驻会监督.驻会

监督工作备受重视,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

李静海和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承文分别到化学、生

命、管理科学部等评审会议现场,深入实地开展调研

工作,听取科技工作者对科学基金监督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其他委领导和科学部负责人均在所负责科

学部评审会开幕式上强调监督工作的重要性.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原组长、科技部

原党组成员王宾宜也莅临管理科学部评审会现场,

与评审专家和项目申请人代表座谈,调研项目评审

和监督工作.

６月１０日至７月２６日,监督委员会共派出１２
位委员与驻会监督工作组成员共计６４人次,完成对

２３９个评审组的驻会监督工作.发放３９７２份公正

性调查表,回收３９６３份,有５２人次(４８人)被评为

基本公正(B),所占比例为历年最低(１．３１％).８人

次(７人)被评为公正性较差(C),所占比例(０．２０％)

低于大多数年份.监督委员会将公正性调查统计结

果向委务会议报告并向各科学部负责人反馈,作为

下一年度遴选评审专家的参考.

通过四项创新举措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和违

规违纪行为的监督力度.第一,加强部门协作.推

进监督委员会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纪检

监察组、自然科学基金委内部纪检部门、计划管理

部门和各科学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监督合力、

强化监督效果.第二,优化“四方承诺”.要求监

督人员签署公正性承诺书,开展监督工作的同时也

要接受监督.第三,集中保管手机.任何人不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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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带入评审会场,防范对评审工作的干扰.第

四,拓展问题反映渠道.在公正性调查表中增设调

查栏目,进一步了解评审过程中的“打招呼”和“请

托”等现象.

此外,驻会监督期间还严肃处置召集有关专家

商讨与评审内容相关事项的评审专家和“坐镇”报到

处、餐厅等公共场所识别评审专家的知名学者,多次

驱逐在评审会场周围拍照的不明人士.

四是在项目执行和结题阶段加强审核监督.探

索在各类项目的进展报告、中期检查报告和结题报

告中增加课题组科研诚信自查自纠情况说明的

内容.

１．６　依规依纪严肃查处科研失信行为

２０１９年共收到各类投诉举报和问题线索４８９
件,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３２％.先后召开五届三次、四

次、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对１８０余件有关案件进行

审议并提出处理建议,经委务会议审议后决定对

１３０位责任人和１５个依托单位作出处理,其中给

予１７位责任人通报批评,给予５５位责任人内部通

报批评,给予２１位责任人书面警告,给予２９位责

任人谈话提醒,取消４５位责任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资格１~７年,取消３位责任人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评议、评审资格２~７年.监督委

员会已将失信行为责任主体和涉事项目在科学基

金网络信息系统中进行标注,并将严重失信行为相

关处罚信息按程序提交到科技部科研严重失信行

为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确保联合惩戒“落地生

根”发挥实效.

监督委员会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的领导下,

在有关 部 门 的 支 持 下,及 时、公 正、妥 善 地 处 理

２０１９年以来的若干热点网络舆情事件,迅速做出

应对、平息公众质疑、化解潜在误解、生成正面效

应,同时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官方网站发布«关于科

研诚信违规违纪案件查处的情况通报»,将相关责

任主体失信行为的处理情况陆续向全社会公开通

报,进一步彰显对失信行为“零容忍”的态度、立

场、决心和力度.

此外,监督委员会在２０１９年还组织大量人力完

成千余卷卷宗档案的清理归档工作.

监督委员会在２０１９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与自然

科学基金委党组的正确领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

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的监督指导、中央巡视组的督促

鞭策、监督委员会委员们的齐心协力、各职能部门和

科学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在此一并表示

感谢.但是也发现在工作中还存在监督覆盖面较

小、主动式监督偏弱、协同联动偏软、政策调研不足、

制度建设滞后等问题和短板,其中一些还需要长时

间花大力气补正完善.

２　２０２０年度的主要工作

２０２０年,监督委员会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于

科研诚信、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的新要求,以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为抓手,以加强作风学风建设为重点,

以深化科学基金改革为契机,以巡视反馈意见为镜

鉴,积极营造健康科研生态、培育优良作风学风,稳

步推进科研诚信、科研伦理制度与体系建设,持续提

升科研诚信、科研伦理治理能力,着重开展以下几方

面工作:

２．１　进一步加强党对监督工作的领导

坚决落实«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工

作全过程的要求,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的领导下,

不断强化政治引领,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监督工作全过程.

２．２　认真落实巡视审计整改任务要求

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及监督委员会按照中央巡

视整改意见要求,组建案件清理专项工作小组.截

止到２０２０年６月,监督委员会已按照巡视整改有关

任务要求,全面推进遗留积压案件的清理工作,完成

底数清点工作,制定清理工作计划,落实案件清理分

工.按照审计整改有关要求,拟定«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条例»第三十条中规定的“不再聘为评审专家的失

信行为”在ISIS系统中的标注类型,已经委务会议

审议通过,同时也已会同信息中心完成关联标注,使

得被标注人员不能再入选专家库.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科技部党组成员龚堂华到任后先后四次深入自然科

学基金委进行调研,督促指导中央巡视整改工作,要

求通过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扎实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基础研究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加强作风学风

建设,尽快构建高效、统一、协调的新时代科学基金

监督体系,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监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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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接下来将进一步认真落实完成案件积压清理工

作等有关巡视审计整改任务.

２．３　完善科学基金监督工作顶层设计

协助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

监督工作顶层设计,从中央要求、社会需要、公众期

待出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尊重科研

规律、尊重科研管理规律、尊重科研人员意见,认真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诚信、科研伦理与监督

体系建设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十四

五”发展规划»及相关课题研究.

２．４　着力推进监督工作制度体系建设

在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章程»修订工作的基础上,推进监督委员会运行机制

的适度改革;全面修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研

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形成具有科学基金特色的

科研失信行为查处规范;加快制订«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监督管理办法»,实现委内监督工作和监督力量统

筹协调、形成监督合力.

２．５　加强对科研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

在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下,继续积极参

与研究制定政策制度,定期参加工作会议,共建问

题线索移送机制,联合开展重大案件调查处理,为

形成齐抓共管、联合惩戒的工作格局持续贡献力

量.对热点舆情事件调查处理任务分工持续推进,

畅通沟通协作渠道,与其他部门凝心聚力、齐抓共

管,共同推进联合惩戒机制的完善和联合惩戒效果

的提升.

２．６　进一步压实依托单位主体责任

督促依托单位尽职履责,推进建立“信任为前

提、诚信为底线、绩效为导向”的管理机制;明确并

强化依托单位诚信管理主体责任,有效落实与依托

单位科研诚信管理主体责任相关的内控制度、机构

设置和工作流程;就进一步压实依托单位主体责任

提出工作要求;对项目实施管理不力、资助经费管

理不严、科研诚信管理不实的依托单位给予相应的

惩处.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优良的作风和学

风是做好科技工作的“生命线”,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根基,决定科技事业的成败.自

然科学基金委不断努力,加快构建“教育、激励、规

范、监督、惩戒”一体化的科学基金科研诚信建设体

系,激励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攀高峰,

培育促进科技界树立正确的作风学风和价值观,大

力弘扬爱国奉献、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与学术道德,

为科学基金事业健康发展、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的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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