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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时

部署“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项目(以下简称“新冠专项”),是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重要论述精神的具体举措之一,也是面向国家需求部署项目机制的重

要实践探索.本文总结新冠专项立项及管理的实践和探索历程.结合管理科学部积极参与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实践,总结管理科学部的创新性做法和经验,提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部署项目的机制,包括强化顶层设计、面对需求快速响应、加强过程管理等建议,以期进

一步提升管理支撑决策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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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COVIDＧ１９)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造

成了严重破坏,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在党中央统一的部署和领导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

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发挥了中国特色国家

治理体制机制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决

定性作用[１].疫情之初,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

部迅速启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治理及影响”专项项目.该专项的执行发挥了以科

技支撑疫情防控的作用,是助力“构建理念先进、制

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２]的

重要实践,还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方面探索了

以需求和问题为导向的新的立项流程和管理模式.

１　管理科学部新冠专项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快速应对与之相关的

重大宏观管理与政策问题是对科技管理的一次考

验,也是尝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优化立项机制和探

索管理变革的重要实践机遇.管理科学部积极落实

无纸化申请和在线评审要求,以高效布局项目立项,

任之光　管 理 学 博 士,副 研 究 员,现 担 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 会 管 理 科 学 部 三

处副处长.自２０１０年起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工作,先后担任

秘书、秘书处副处长;自２０１８年起在管理

科学部工作.

为科学精准 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提 供 支 撑.自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６日起,管理科学部在分管委领导的

带领下,根据疫情发展态势和国家需求,以多种形式

与领域专家进行研讨沟通,并迅速起草“新冠肺炎疫

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项目指

南(以下简称“项目指南”).项目指南坚持从疫情防

控和应对的实际出发凝练科学问题,设置四个专题

研究模块,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防控应对与管理、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机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经济影响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管理等

四个领域,下设１８个研究题目.在进一步组织专家

召开专项项目指南视频研讨会后,管理科学部于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正式对外公开发布项目指南并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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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征集研究申请.该专项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

烈响应,截至３月２０日,最终受理申请书１８６９份.

３月３０日,在前期形式审查、学部学科初筛初选、学
部主任(扩大)办公会议、专家初评会等程序基础上,
会议评审专家组经过认真评阅和充分讨论,重点关

注具有相关领域数据和研究基础并有疫情实际参与

部门密切合作的科研人员参与开展的研究申请,最
终投票遴选出２０个项目予以资助,资助直接经费

１０００万元.
随后,２０个研究团队围绕１８个题目分别开展

前瞻性、基础性、回顾性和实证性的联合研究,尝试

揭示现实问题背后的科学规律和机理,努力为疫情

防控和科学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减轻其对

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社

会管理能力提出科学可靠的政策建议.截至目前,
先后 在 Nature、TheNew England Journalof
Medicine等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１４
篇,先后向有关部门提交２６０余份疫情简报、政策

报告.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专项在立项机制方面,努力

完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问题

导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力争针对国家重大需求

发挥科学基金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项目管理方和指

导专家组成员一起,按照研究领域参与相关项目的

学术交流和指导,密切对接和关注项目研究过程和

成果产出,按四个模块进行管理和交流,以期充分地

引导和激励基础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需求,为完

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缓解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冲

击提供科学建议和改进方案.为了推动围绕该专题

的深入持续研究,管理科学部将探索连续资助机制,

对于执行扎实、研究成果丰硕且有持续开展需要的

项目,将尝试择优给予滚动连续资助.

２　新冠专项主要进展和成效

(１)专题研究模块一从疫情传播的时空建模和

风险预测、医院运营和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探讨疫

情预警与防控问题.

北京大学乔杰院士依托本课题开发了以医院为

应用场景的传染病实时监控及预警系统,健全优化

了以医院为基础的新发重大传染病防治管理体系,
围绕源头预防和控制重大疾病等问题在相关会议上

报告研究进展.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曹志冬研

究员利用时空建模技术跟踪预测国内外动态疫情,

估算出新冠肺炎疫情危害性超过“非典”,形成的专

报和简报得到国务院和科技部相关领导的批示,被
科技部推荐为“新冠抗疫优秀科学家”.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贾建民教授以人口流动为关键参数,基于

大数据构建的疫情扩散模型和风险预警指数在

Nature上发表,研究开发了“人口流动—风险源模

型”,便于决策者在抗击新冠疫情时根据人口流动更

有效地评估风险,文章中准确可靠的数据也被其他

领域应用.四川大学罗利教授依托四川省城乡三级

医疗预防保健网,从物联网的空间规划和资源配置

入手,分储备、常态和应急等不同情景建立应对多类

型患者需求的物资储备和调动模型,研究成果得到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领导批示.华中科技大学王红

卫教授以武汉实地为例,对疫情期间的资源配置、动
员进行复盘,开发了效率更优的物资保障和社会捐

赠物流配置方案.
(２)专题研究模块二聚焦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

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北京大学郑志杰教授从全球卫生和国家合作机

制的理论和各国实践出发,总结归纳了卫生安全国

际合作和全球卫生治理的路径和机制.中国人民大

学王俊教授系统地梳理若干国际、国内卫生体系的

治理案例,总结提炼公共卫生应急的反应机制和中

国公共卫生体系治理的主要问题.清华大学吕孝礼

副教授课题组从实现应急管理专业化切入,开发了

以干部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卫生应急管理培训体系,
相关成果以内参形式上报中央.清华大学张辉教授

前瞻性地分析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２０２２年北京

冬奥会的潜在影响,在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课题组还针对冬奥会舆情进行跟踪形

成快报,上交相关部门以提供决策支持.
(３)专题研究模块三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经

济、贸易、投资和相关产业的影响和对策.
清华大学田轩教授定量测算了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国实体经济运行的冲击,政策建议获得中央领导

同志批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署名文章.中

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鲍勤副研究员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投资的影响展开系统深

入分析,在国际疫情预测、进出口形势、全球价值链

重构与产业转移、粮食、就业和债务违约风险等具体

问题上形成若干份政策简报提交相关决策部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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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邓祥征研究员分析

了疫情对我国及重点地区经济基准面及制造业、服
务业等重点产业的分区分级影响,课题组从宏观经

济、资源安全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问题切入开展

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学建模评估了疫情对建成

“江湖经济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裴建锁副教授提出了衡量关键产业链

的判别方法,并以此研究成果量化评估了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西南财经大学李涵教授

多轮抽样调查了全国范围内３７５６家中小微企业,总
结了疫情影响企业的典型事实和影响机制,为制定

更有针对性的我国中小企业帮扶政策提供了参考.
(４)专题研究模块四重点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

社会影响和治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魏玖长教授系统采集了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社交媒体、防控措施信息等大数据,

动态展示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情绪的时空演变

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媒体“话题”设置、疫情信息

发布与呈现方式等对公众情绪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

应的改进措施,相关成果具有应用推广价值.哈尔

滨医科大学郝艳华教授开发测试了公众风险感知量

表,分析防护行为规律,针对公众情绪引导探寻应对

策略,基于调研梳理疫苗犹豫问题,针对新冠肺炎与

流感叠加风险防控的相关政策建议得到国家卫生健

康委主要领导批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齐佳音教授

针对疫情中的舆情治理问题展开多方面研究,形成

若干份政策建议报告和媒体宣传材料.浙江省疾病

控制中心胡崇高教授开发了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和公共服务供给评估服务包,对助力地

方抗疫发挥了指导作用.华中科技大学徐晓林教授

和邓世名教授分别针对农产品滞销和基层社区治理

等具体问题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建议提交决策

部门.

３　对新冠专项部署和执行的思考

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时强调“要加大科研攻

关力度,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综合多学科力

量加快科研攻关,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

上加快研发进度,力争早日取得突破,尽快拿出切实

管用的研究成果”.结合本次新冠专项的实践,我们

对未来的工作有以下几点思考:
(１)科学问题凝练阶段,要突出问题导向,加强

“自上而下”的引导.

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高国家治理的科技

决策支撑能力,是管理科学研究的使命和责任.按

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预防问题的思路,

管理科学研究应该更加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更
加强调问题导向和关注实践,更加专注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各领域开展深入聚焦的战略研究和执

行研究.本次新冠专项的设立是面向重大需求、加
强“自上而下”引导的立项机制的一次有益探索

(图１).管理科学部还有类似的应急管理项目,但
此类项目每年立项数量有限,难以彻底扭转自由探

索研究对回应国家重大发展需求的不足.为有效应

图１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项目部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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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战略需求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内在要求,更好地发挥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科技战

略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需要在科研项目立项中进一

步强化顶层设计引导,进一步加强与实际需求部门

的沟通对接,探索形成自然科学基金委针对重大需

求统一协调、核心专家深度参与式的科学问题凝练

机制.
(２)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中,要提高面对突发

重大问题时的快速响应能力.

针对本次新冠专项,充分发扬了“与时间赛跑,

同疫情决战”的抗疫精神,自２月２４日至３月３０日,

３６天完成了项目指南发布、项目受理和评审,在现

有的制度安排下已属不易.在面向重大突发事件

时,加强响应的实效性是基础,提高凝练科学问题的

针对性是关键.对于应急管理项目,其选题产生于

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管理问题

的应对,如何预判或在问题出现前期快速凝练关键

科学问题,特别是发掘机理性、规律性的问题,以满

足国家宏观管理部门的实际需要,既需要突出时效

性,也需要程序合规、科学可靠的做法.未来应更加

充分发挥专项或应急项目反应快速的特点,提高宏

观调控经费占比,对于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或学部管

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发现并提出的有重要价值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问题,及时部署专项快速启动,以便高效

落实.在项目的管理过程中,要组成联合专家咨询

管理组,明确责任人和责任部门,加强与项目需求方

的沟通协作,以提高成果的针对性.
(３)项目成果产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发

布、成果转化和资政献策能力.

尽管目前科学基金项目在项目管理和成果产出

管理方面都有相应的办法,但囿于人力资源等各方

面客观原因,项目实施周期中的检查、考核方面约束

力不够,推动成果快速上报和转化的渠道和激励手

段不充分,重要研究成果的产出、上报、宣传和应用

的机制不顺畅.这制约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广度和深

度,影响了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及其实际应用效果,导
致科研成果不能快速转化为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技

术手段和政策建议.进一步改进成果上报和宣贯机

制,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是面向新时代科学基金改

革的重要要求,更是发挥基础研究源头支撑作用的

重要体现.因此,当前管理科学部在应急管理和专

项项目的改革中,将更加关注研究成果的汇总、提炼

和宣传,充分发挥相关研究成果的政策支撑作用.

对于其他各类项目也要逐步强化相应的评价导向,

推动产出针对性更强的研究成果,以发挥自然科学

基金在服务国家需求中的牵引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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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inforcingthecommitmenttowardsnationalmajorstrategicneeds,andendorsingtheGeneral
SecretaryXiJinping’sdirectionofbasicresearch,the 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
(NSFC)promptlygrantedaspecialproject,asaquickresponseduringtheearlypandemic,entitledThe
Response,Governance,andImpactoftheCOVIDＧ１９andRelatedPublicHealthEmergencies(theCOVIDＧ
１９specialproject)．Inthisreview,wesummarizedthepracticeofthedepartmentofmanagementsciences
intheselection,approvalandevaluationofthisproject．Wecriticallyreflectedonourexperiencesin



　

　８０８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０年

implementation．Wearguedthatthegrantandmanagementofbasicscienceprojectshasgreatpotentialto
yieldbetterevidencetosupportbetterdecisionmaking,projectmanagementshouldbeimprovedthrough
mechanismofstrongertopＧdowndesign,moreproblemＧfocusedprioritysettingandrapidresponse,and
moreaccountableprocessandoutcome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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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快报

我国学者在评估国内防疫措施对全球经济重启及
产业链复苏作用方面取得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７１９８８１０１、９１８４６３０１)的资助下,清华大学地球科学系关大博教授课

题组与国内外研究机构学者合作,在定量评估新冠疫情对全球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关键产业链的短期经济影响、
全面揭示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将如何在全球供应链中分布等方面取得进展.研究成果以“全球疫情控制政

策对经济影响的评估(GlobalSupplyChainEffectsofCOVIDＧ１９ControlMeasures)”为题,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
日在线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NatureHumanBehaviour)上.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
articles/s４１５６２Ｇ０２０Ｇ０８９６Ｇ８.

当前,为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COVIDＧ１９)蔓延,世界各国正在实施限制出行、约束商业活动等社交疏离

措施.研究不同防控措施对世界经济以及全球关键产业链的影响,对减轻经济损失和指导经济恢复具有重

要意义.
该研究发现中国虽在积极抗疫中承受了巨大损失,但因把疫情持续时间降到最短,对全球其他国家产生

了显著有利的影响,且中国所实行的严格管理和有序放开举措,也最符合全球经济利益,对全球经济重启及

产业链复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研究团队运用最新开发的全球灾害足迹核算模型,基于空间传播范围、控制措施的严格程度、持续时长

等设置了３９个系列情景.研究结果显示,严格的防控措施不是导致经济损失的最主要原因,若各国通过严

格有效的控制措施以缩短疫情持续时间,将减轻全球经济损失;而产业链传导效应放大了疫情对部分国家的

经济影响,没有直接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也可能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间接的

经济影响(高达GDP的２０％),比如,以能源出口为主的中亚国家和以旅游为主的加勒比地区;全球范围内的

关键产业链更是受疫情影响严重,深入阐述产业链条中断和终端消费需求下降导致全球性的行业衰退,如中

国电子制造业和德国汽车制造业的产量预计分别下降１３％—５３％和２％—４９％;待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全
球经济重启的过程要注意循序渐进,若快速“解封”会导致疫情再次失控,全球经济将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疫情防控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正如中国积极采取防控措施,不但为国内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而且为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争取了时间,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潜在的国际产业链

传导的经济损失.该研究建议,只有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弥补全球防控的薄弱环节,才能尽量

减少经济损失,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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