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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

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

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等文件要求和部署,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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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目标[１],
聚焦“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
三大核心改革任务,扎实推进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同

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工作部署要求,认真研究应

对措施,妥善部署相关工作,按计划完成了全年各类

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继续大幅增加,全
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２８１１７０项,比２０１９年增加

１２．１９％[２].其中,在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

２３６９个依托单位提交的１５类项目申请２６９６７１项,
同比增加２８９６０项[３],增幅为１２．０３％.经初步审查,
全年共受理项目申请２７８６５９项;不予受理２５１１项,
占 接 收 项 目 申 请 总 数 的 ０．８９％,与 ２０１９ 年

(１７２％)[２]相比有大幅降低.在不予受理的项目申

请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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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项目指南资

助范畴”“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是主要

的不予受理原因.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要求,共受理复审申请２１８项;经审

查,维持原不予受理决定２１１项;原不予受理决定有

误、重新送审的７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０．２８％.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解除科研人员后顾之忧,为打赢疫

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作出贡献[３].(１)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需要,将项目申请集中接收、结题材料接收

等各项关键管理环节整体推迟一个月以上.(２)在

项目申请集中接收阶段全面实行无纸化申请.２０２０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集中接收的近２７万份项

目申请全部纳入无纸化申请试点范围.这一方面减

少了申请人一方大量纸质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也

降低了依托单位一方盖章、邮寄和审核等的管理成

本.(３)面向疫情防控一线科研人员定向开放项目

申请.对于因抗击疫情延误申请的科研人员,将申

请截止日推迟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４)充分发挥

信息系统辅助功能,简化填写信息与申请材料要求.
２０２０年,通过信息系统对研究起止日期、合作研究

单位信息、特定申请人群所需附件材料等进行提示

和前端控制;将同行专家推荐信、导师同意函、境外

人员知情同意书等附件材料,以标准模板形式嵌入

信息系统,供申请人下载填写.上述举措切实减轻

了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负担,为其提供了更

好服务.(５)简化初审管理.通过进一步挖掘和提

升信息系统辅助功能,对申请人填写信息实现了一

些前端控制;另一方面,对于申请书初步审查(即形

式审查)时需要人工审查的事项,自然科学基金委按

照能简则简的原则,尽量以判断“有”或“无”作为标

准.２０２０年项目申请不予受理率仅为０．８９％,与
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２％相比有大幅降低.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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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指示,贯彻落实“科研人员

同期主持和主要参与的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２项”要求,对科

学基金项目的限项申请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将高级

职称人员同时负责和参与的项目总数由３项调整为

２项.此外,以优化申请代码设置为切入点,启动学

科布局调整工作,选择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信息科学

部为试点部门,重新梳理一级和二级申请代码,不再

设置三级申请代码.

２　项目评审情况

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总体呈现出以

下特点.
(一)扩大分类评审试点范围.２０２０年,全部面

上项目和重点项目试点开展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

的分类评审工作,实施分类评审项目占接收项目总

数的４１．５３％.为使申请人、评审专家更准确地理

解新时期科学基金的资助导向,自然科学基金委加

强宣传引导,发布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典型案例库,
更新了项目分类申请与评审宣讲视频;在面上项目

和重点项目评审会议上,以不同形式向评审专家宣

讲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通

过多种渠道宣传,申请人对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理解

得到逐步修正,选择科学问题属性的比例趋向理性,
在撰写申请书时注意基于所选科学问题属性思考和

整合自身的研究内容;评审专家更加关心、重视按照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进行评审,更有针对性地遴选创新

性项目;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逐步深入人心.
(二)稳 步 推 进 “负 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
评审机制试点工作.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从８
个科学部中选择１０个学科(每个试点学科至少选择

一个项目类型),在通讯评审环节开展 RCC评审机

制试点工作.为帮助科学界更好地理解 RCC评审

机制,自然科学基金委制定了通讯评审专家行为规

范;从全委 RCC评审机制通用试点方案中提炼要

点,形成面向评审专家的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材料.
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得到评审专家的大力支持,
总体上通讯评审专家反馈意见快于以往,评审意见

过于简单的现象得以减少,申请人对评审专家意见

的评价总体上较为满意.
(三)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引导和激励原始创

新.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实施原创探索计

划,设置专门资助渠道,探索支持具有颠覆性、非共

识、高风险等特征的原创思想的新机制.自然科学

基金委将“自下而上”的自由申请与“自上而下”的顶

层设计相结合,引入专家推荐、预申请、双盲评审、评

审意见反馈和答复等创新的申请与评审方式,项目

评审以研究思想的原创性和预期成果的引领性作为

评价重点,并力求尊重科学规律、推动学术民主、宽
容失败,鼓励科研人员挑战高风险性研究,为项目的

甄别和遴选提供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探索有别于

现行模式的项目遴选方式和实施机制.
(四)进一步完善评价机制.自然科学基金委

注重弘扬科学精神,营造优良创新环境,把避免“唯
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倾
向的要求落到实处.在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环节,
自然科学基金委向评审专家强调注意克服“四唯”倾
向,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项目评价导向.
进一步落实代表作评价制度,在个人简历中强调其

他代表性研究成果中不得再罗列论文和专著,特别

是取消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书中的“论文

收录与被引用情况统计表”,引导科技界更加关注标

志性成果本身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五)加强评审工作规范化管理.２０２０年,自然

科学基金委进一步明确严格选择评审专家、严格执行

回避和保密要求、强化实施维护公正性承诺制度、重视

评审专家培训、严明会议答辩评审现场纪律等若干要

求,并发布«关于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评

审环境的公开信»,着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评审环境.
(六)针对疫情,推行网络会议评审方式.针对

因疫情防控要求无法正常组织现场会议评审的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委及时调整会议评审方式.提出“线
下、线上相结合”“网络会议平台＋信息系统支持”的
替代方式,确保会议评审工作安全、规范、有序进行.评

审专家普遍反映采用这种线上答辩的方式能够有效避

免干扰评审工作行为,进一步提升了评审公正性.

３　项目资助情况

经过评审和审批程序,２０２０年共批准资助项目

４５６５６项,直接费用２８３０２５１．２７万元.
３．１　稳定“自下而上”自由探索项目经费占比,保证

源头创新活力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继续稳定对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力度,
保持自由探索类项目经费占比,支持科研人员在科学

基金资助范围内进行自由探索.促进各学科均衡、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资助面上项目１９３５７项,直接费用１
１１２９９４万元.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

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８２７６项,直接费用４３５６０８万元.培养和扶植特定

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７７项,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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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１１０７３８万元.上述３类项目直接费用合计１６５９
３４０万元,占２０２０年批准资助项目总直接费用的５８．
６３％,与２０１９年基本持平.
３．２　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推动重点

领域取得突破

基础研究是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研究活动.
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四个面向”的要求,着力引导

科研人员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凝练核

心科学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

基金委资助重点项目７３７项,直接费用２１６５２７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２９３．８０万元/项;资助重大项目

４５项,直接费用７９１３９．３８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１７５８．６５万元/项;新启动５个重大研究计划,分别

为“第二代量子体系的构筑和操控”“极端条件电磁

能装备科学基础”“未来工业互联网基础理论与关键

技术”“组织器官再生修复的信息解码及有序调控”
和“冠状病毒—宿主免疫互作的全景动态机制与干

预策略”,正在实施的３３个重大研究计划共资助项

目４６０项,直接费用８７３９９．９６万元;加强对仪器研

制相关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打通自由申请和部门

推荐两类仪器项目的计划额度,资助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研制项目８８项,直接费用９４４９４．７８万元,比
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６１５４．０２万元,增幅为２０．６２％.上述

４类项目直接费用合计４７７５６１．１２万元,占２０２０年

批准资助项目总直接费用的１６．８７％.

３．３　快速启动专项资助,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２０２０年,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自然科学

基金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时响应,统筹部署,采取了一

系列资助措施.一是根据“立足解决科学问题,兼顾

应急与长远,避免重复资助”的原则,先后以专项项

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等形式,安排经费１．１５
亿元,组织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领域攻关,为疫情

防控提供科技支撑.二是组织开展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政策研究,并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公共卫生

事件的应对、治理及影响”专项项目.三是加强交叉

与协同,针对防疫物资重复利用、环境污染治理、气
溶胶传播病毒等疫情防控需求中的科学问题及时组

织开展研究.四是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推
动国际科学理事会发声支持我国的抗疫工作,与德

国研究联合会、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瑞典研究理事

会、土耳其科技研究理事会、东欧三国、金砖五国、盖
茨基金会等联合资助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研究.另

外,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置专门渠道,面向全社会征集

“新冠病毒”相关研究创新思路建议１６９１条,为下一

步部署相关研究的资助工作奠定重要基础,也为完

善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进行先期探索.

３．４　推进人才资助体系升级,助力优秀人才成长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推进人才资助体系升级,
优化资助政策,打造科学有效、功能完整的基础研究人

才资助体系,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效支撑.
持续优化资金管理,进一步提升资助效能.在

２０１９年６０家依托单位试点提高智力密集型和纯理

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的基础上,自然科学

基金委于２０２０年进一步调整了人才类项目的经费

资助结构,所有依托单位获批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均采用

新的经费资助结构,在总经费固定的前提下,进一步

提高间接费用比例.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在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明确,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经费不再分为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无需编制项目预算.实行承诺制,项目负

责人在规定范围内自主使用经费,承诺项目经费全

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的支出,不截留、挪
用、侵占,不用于与科学研究无关的支出等.

落实加强人才计划统筹衔接的工作要求,自然科

学基金委参与制定并积极落实加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其他科技人才计

划的统筹衔接要求,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支持.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２０年修订印发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

法,取消非华裔外籍的申请限制,扩大对外开放的程

度,吸引更多外籍优秀学者来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促进我国科技水平的提高.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６００项,直接费用７２０００万元;资助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港澳)２５项,直接费用３０００万元;资
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９８项,资助经费

１１６９２０万元;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３７项,直接费

用３６０１０万元;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１３项,直接

费用７７０００万元.

３．５　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激发协同创新活力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深入实施联合基金资

助模式,引导与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及个人等社会

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
关注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区域与产业发展需求,解决

地方、行业和企业发展中的关键和共性问题中的重

大科学问题,提升地区行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稳步拓展联合基金合作范围,持续深入推进联

合基金实施机制改革.２０２０年,福建、山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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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等省份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国广核

集团有限公司加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水利部

及中国气象局等行业部门与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联

合基金.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期内联合资助

方将投入６２．９０亿元;５家企业加入企业创新发展

联合基金,协议期内联合资助方将投入１０．９４亿元;
与６个行业部门设立联合基金,协议期内联合资助

方将投入１５．９０亿元.新时期联合基金模式下共吸

引委外资金８９．７４亿元,多元投入机制初步建成.
包含正在实施的其他联合基金在内,２０２０年２０

个联合基金共接收项目申请５８０６项,资助联合基金

项目 １０８４ 项,比 ２０１９ 年 增 加 １５９ 项,增 幅 为

１７１９％,直接费用２３８７５０．４０万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

５３６６０．４０万元,增幅为２８．９９％.

３．６　实施原创探索计划,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发布了«２０２０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申请指南»
及“肿瘤研究新范式探索”“面向复杂对象的人工智

能理论基础研究”“深时地球科学知识图谱与知识演

化研究”“管理与经济科学新理论方法和新范式”等
４个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２０２０年,
收到预申请１７６６项,其中指南引导类１０００项,专
家推荐类７６６项.６１项指南引导类及１４２项专家

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通过预申请审查.经过评

审和审批程序,批准资助原创探索计划项目５３项,
其中指南引导类１８项,专家推荐类３５项,涵盖数

理、化学、生命、地球、工程与材料、信息、医学７个科

学部,直接费用１１２３４．１８万元.

４　２０２１年工作展望

２０２１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并将迎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全面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最新

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科技创新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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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指示,继续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推动基

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源头创新能力.
(一)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资助布局.推动构建

“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命和医学、交叉融合”４个

板块,重塑资助布局、强化治理能力;全面实施新的

申请代码,统筹部署交叉领域研究,优化科学基金学

科布局、积极应对科研范式变革.
(二)激励原始创新,培育原创成果.深入实施

原创探索计划,鼓励支持高风险、颠覆性、非共识的

原创思想,培育从无到有的引领性原创成果、培育未

来重大科学突破.
(三)深入推进人才资助体系升级.实行更加积

极开放的人才资助政策,加强对创新人才和团队的支

持力度,优化人才资助体系、夯实人才队伍基础.
(四)持续优化管理,提高治理能力和管理水

平.进一步扩大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

范围,引导科研人员准确凝练科学问题,提升项目申

请和评审质量;全面实施无纸化申请,简化申请管理

要求;扩大“包干制”试点范围,推进经费管理改革;
扩大联合基金规模,探索社会个人捐赠基础研究机

制,强化多元投入、促进协同创新;完善依托单位准

入和退出机制,构建信誉评价体系,提升服务效能.
(五)扎实营造良好学术生态.持续开展“负责

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试点工作,提升项目评

审质量、构建良好评审环境;深入实施科学基金学风

建设行动计划,引导四方主体开展负责任的科研、评
审和管理活动,提倡良好科学文化、营造有利于创新

的科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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