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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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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基础研究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八届

三次全委会和党组(扩大)会议提出的各项工作部署,
推进落实巡视整改举措.以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

学基金优秀文化为主线,着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全面

推进深化科学基金改革.化学科学部全体同事同心

协力,克服疫情影响,统筹年度计划,规范评审程序,
强化廉洁风险防控,切实维护项目评审公正性;坚守

“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

则,认真落实新时代科学基金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聚力前瞻部署、聚力科学突破、聚力精准管理,顺利完

成了２０２０年度科学基金评审和管理任务.

１　受理、评审与资助总体情况

１．１　受理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共

计２２４５１项.其中,集中接收期(主要包括:面上项

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

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项 目 申 请 ２１５３４ 项,较 ２０１９ 年 度 同 比 增 长

１２．７６％.各类项目申请中,因超项违规等原因不予

受理项目申请１２６项,占项目申请总数的０．５６％;
接收２８项不予受理项目的复审申请,经审查,因申

请手续不全等原因不予受理的复审申请１０项,维持

原判１７项,恢复进入正常评审程序１项.

１．２　评审情况

化学科学部深入落实巡视、审计整改要求,切实

强化依法依规管理,不断提高评审工作的规范性.

在通讯评议阶段全面推行计算机辅助分组和辅助指

派,各类项目发送同行评议回收率均为１００％.学

部制定严格、统一的上会项目遴选标准,面青地项目

类型按平均分、资助意见排序,划线一致,不留模糊

地带.答辩评审类项目,均按函评情况确定讨论范

围,学部办公会逐一讨论.人才类项目对学术规范

性进行严格要求,重视候选人工作的独立性、独特

性;在合作成果中,须说明项目候选人与合作者的各

自贡献;关注项目申请人未来的发展潜力和创新动

力,避免“四唯”倾向和“唯文章论英雄”.重点项目

注重学科领域的分布.

２０２０年,学部全力做好疫情应对工作,部分项

目类型采用“线上”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会议评审,确保评审工作顺利进行.

１．３　资助情况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资助各类项目４０３５项,
资助金额２８７３９６．１０万元(直接经费,下同).

２　各类项目申请及资助情况

２．１　面上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申请８８８９项,比

２０１９年的７９５４项增加９３５项,增幅为１１．７６％.面

上项目资助１８１５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１４３７４万元,
平均资助强度６３．０２万元/项,资助率２０．４２％.面

上项目申请单位共计７１４个,获资助单位２８２个,占
申请单位总数的３９．５０％.其中获资助１项的单位有

９６个;获资助２~５项的单位有１０２个;获资助６项以

上(含６项)的单位有８４个,包括７４所高等院校和１０
所中国科学院研究所/中心,共获资助项目１４０９项,
占面上项目资助总项目数的７７．６３％,获资助经费合

计８８８７３万元,占面上项目资助总经费的７７．７０％.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面上项目实行按科学问题属性

分类申请与评审,分类申请、评审与资助情况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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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９２２９项,比２０１９年的８０１５项增加１２１４项,增幅为

１５．１５％.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１５８２项,资助经

费３７５３６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３．７３万元/项,资助

率１７．１４％.

２．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１５５４项,比２０１９年的１３６０项增加１９４项,增幅为

１４．２６％.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２３５项,资助经费

合计９３８６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９．９４万元/项,资助

率１５．１２％.

２．４　重点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在申请指南中公布了重点

项目领域８７个(包括２个科学部前沿导向重点项目

群),共８０个领域收到项目申请.接收项目申请

３０７项,推荐答辩１０２项,实际参加答辩１０１项(主动

放弃答辩１项),资助７０项,资助经费合计２０４０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率２２．８０％.

７０位获资助的重点项目负责人中,有１６位项

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其余５４位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为高等院校.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重点项目实行按科学问题属性

分类申请与评审,分类申请、评审与资助情况见表２.

２．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８５５ 项,其中女性 ２１７ 项,占申请项目总数的

２５．３８％.资助８６项,其中女性２５项,占资助总项数

的２９．０７％;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３２０万元.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申请２４项,资助

３项,资助经费合计３６０万元.

２．６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５２８项,其中女性５２项,占申请人总数的

９．８５％.经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会议

审定,资助４５项,其中女性５项,占资助总项数的

１１．１１％;资助经费合计１８０００万元.

２．７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３２
项,资助５项,资助经费合计５０００万元.

２．８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申请２６项,资助６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６１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约２６８．３３万元/项.合作外方包

括美国、新加坡、以色列等.

２．９　重大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接收重大项目申请８项,资
助６项;经预算评审,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７０３．６万元.

表１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面上项目按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统计

项目类型 属性 申请(项) 上会(项) 资助(项) 上会率(％) 资助率(％)

面上

项目

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７１６ １９３ １３３ ２６．９６ １８．５８

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４３３３ １３４０ ９５８ ３０．９３ ２２．１１

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３０６２ ８３９ ５９６ ２７．４０ １９．４６

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７７８ １９１ １２８ ２４．５５ １６．４５

小计 ８８８９ ２５６３ １８１５ ２８．８３ ２０．４２

表２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重点项目按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统计

项目类型 属性 申请(项) 上会(项) 资助(项) 上会率(％) 资助率(％)

重点

项目

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２９ １０ ５ ３４．４８ １７．２４

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 １２５ ４７ ３６ ３７．６０ ２８．８０

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１２５ ３４ ２１ ２７．２０ １６．８０

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２８ １１ ８ ３９．２９ ２８．５７

小计 ３０７ １０２ ７０ ３３．２２ ２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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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共有６个重大研究计划项目正

在执行期,各类型项目申请、评审及资助情况见表３.
“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重大研

究计划申请８项,资助３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８０万

元.“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重大研究计划

申请９项,资助４项,资助经费合计４３００万元.“大
气细颗粒物的毒理与健康效应”重大研究计划申请

２４项,资助５项,资助经费合计３９００万元.“生物

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重大研究计划申请９９
项,资助２１项,资助经费合计２０１０万元.“多层次

手性物质的精准构筑”重大研究计划申请１１２项,资
助２４项,资助经费合计２９００万元.“团簇构造、功
能及多级演化”重大研究计划申请２７０项,资助３２
项,资助经费合计４２７６万元.

２．１１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各类联合基金项目申请３７３
项,资助７２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９４９１．５０万元.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申请３３项,其中集成项目

申请４项,资助３项,平均资助强度１２３０万元/项,资助

经费３６９０万元;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９项,资助８项,资
助经费２００４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５０．５０万元/项.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申请１１５项,其中集成项

目申请１项,资助１项,资助经费１５７８万元;重点支

持项目申请１１４项,资助３６项,资助经费９３６２．５０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６０．０７万元/项.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申请２８项,

资助５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４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２８０万元/项.

NSFC—河南联合基金申请１９７项,其中重点支

持项目申请１３项,资助３项,资助经费６５７万元,平
均资助强度２１９万元/项;培育项目申请１８４项,资
助１６项,资助经费８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５０万

元/项.

２．１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１２．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自 由 申 请)申 请 ８０ 项,占 全 委 申 请 比 例 的

１３．０９％.通过答辩,１１项获得资助,资助经费７４９９万

元,平均资助强度６８１．７３万元/项,资助率１３７５％.

２．１２．２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门推荐)申请２项,均未获资助.

２．１３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０２０年化学科学部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８
项,资助２项,资助经费１２０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

６０００万元/项.

２．１４　专项项目

２．１４．１　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化学科学部和数理科学

部开展联合资助工作,以专项委托任务的形式进行

疫情防控相关研究.２０２０年,资助３项专项项目,
资助经费合计７００万元.

２．１４．２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医学科学部和化学科学部联合发布“肿瘤研究

新范式”探索项目申请指南.该指南引导类原创探

索计划项目共接收化学领域预申请４７项,通过答

辩,资助４项,资助经费合计１０００万元.

表３　化学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重大研究计划申请、评审与资助情况

重大研究计划名称 亚类说明
项目数(项)

申请 资助
资助经费(万元)

多相反应过程中的介尺度机制及调控 集成项目 ８ ３ １０８０
碳基能源转化利用的催化科学 集成项目 ８ ３ ４２００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１００
大气细颗粒物的毒理与健康效应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９ ２ ６００

集成项目 ４ ２ ３０００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３００

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 重点支持项目 ８ ３ ８００
培育项目 ９１ １８ １２１０

多层次手性物质的精准构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０ ４ １４００
培育项目 １０２ ２０ １５００

团簇构造、功能及多级演化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３ ５ １９１０
培育项目 ２４６ ２６ ２０６６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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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３　专家推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批次接收及审查预申请５７项,
资助１项,资助经费３００万元.

３　深化改革实施情况

化学科学部坚决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积极落实委党组关于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决策

部署.通过实际行动为推动科学基金事业创新发展

做出贡献,兼顾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全面完成深化科

学基金改革各项任务.
３．１　明确资助导向

化学科学部坚持“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

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

融通”的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向,扎实推进评审改

革工作.２０２０年度学部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实行

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通讯评审阶

段,引导专家按照不同类型项目科学问题属性的评

审要点进行评审;推荐上会阶段,基于科学问题属性

和函评意见,考虑推荐上会项目和建议资助指标;会
议评审阶段,结合科学问题属性和拟解决关键科学

问题重要性进行评议与遴选.明确资助导向,有利

于提高申请书质量,减少跟踪式研究,聚焦重大需求

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促进学科深度交叉融通,持续

推进新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质量发展.
３．２　完善评审机制

(１)试点“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评审机制.

２０２０年,环境化学学科(B０６)试点 RCC评审机

制的工作.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得到了评审专

家的高度认可与支持,结果发现没有出现诸如 “严
重延误后拒评”“严重延误评审意见提交”“评审意见

过于简单”等情况.在一定程度上,RCC评审机制

对专家评审效率和评审质量方面都起到了正向激励

的作用.
(２)邀请项目申请人参加同类型项目测评.
学部试点了项目申请人测评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但其评议结果不计入评审结

果统计,为 RCC 积累经验,助力 RCC 评 审 机 制

落地.
(３)指导专家组适度参与通讯评审的专家指派.
为强化顶层设计,突显重大研究计划定位,学部

在研究领域分布相对集中且专业性强的部分重大研

究计划项目(培育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自由申请)邀请指导专家组适度参与通讯评审的

专家指派.
(４)强化学科管理人员在会议评审中的正向把

控作用.
参照德国基金会评审方式,“化学理论与机制

(B０３)”和“化学生物学(B０７)”学科在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评审中强化学科管理人员在会议评审中的正向

把控作用,充分发挥会议评审“确认—纠偏—择优”
功能.
３．３　优化学科布局

学部按照“源于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

应用融通”的原则优化学科布局,通过科学部专家咨

询委员会、论坛报告、研讨会和座谈会、微信平台、视
频会议、邮件等多种方式开展４０余次调研,充分吸

纳专家意见和建议,完成了申请代码优化与调整.
新申请代码具有突出“四个面向”、充分体现化学研

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促进学科之间交叉融合、鼓励原

创性基础研究和聚焦卡脖子技术背后基础科学问题

等特征,同时为新兴领域预留空间.

４　未来的工作思考

４．１　总结经验,落实科学基金改革任务

围绕科学基金改革三大任务,总结经验,多措并

举,扎实推进评审改革工作.(１)在总结重点项目

和面上项目试点基于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评审经验的

基础上,做好２０２１年度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的

分类申请与评审.(２)学部面上项目全面推行 RCC
试点工作,持续优化评审机制,不断提升项目评审质

量.(３)做好代码调整后续工作,保障２０２１年度评

审工作平稳进行.组织多种形式的宣讲与宣传,进一

步优化学科申请代码.(４)进一步完善重大类型项目

立项机制,健全回避制度,增加竞争性.(５)扩大专家

群体队伍,积极吸纳国内外优秀青年学者及具有产业

化研究背景的专业人员进入评审专家队伍.
４．２　聚焦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优化项目资助

格局

　　聚焦化学科学和纳米科学“十四五”规划的重点

和优先发展领域,以“夯基础、补短板、蕴特色、促交

叉”为指导,积极组织双清论坛和战略研讨,布局重大

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前沿导向重点项目等,优化项目

资助格局.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强化

科学问题凝练,部署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
引导科研人员围绕需求和问题开展基础研究.
４．３　持续弘扬科学精神,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

化学科学部将以弘扬科学精神为主线,加强学

术共同体建设,以制度规范化推进高质量管理.在

完善项目评审流程与过程管理的基础上,营造风清

气正的评审环境和氛围,高质量地完成科学基金项

目评审工作.



　

　２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EvaluationandApplicationofNationalNatureScienceFundoftheDepartmentof
ChemicalSciencesin２０２０:AnOverview

　　∗ CorrespondingAuthor,Email:yangjl＠nsfc．gov．cn

HuangYan　　CuiLin　　FuXuefeng　　ZhangGuojun　　ChenYongjun　　YangJunlin∗

DepartmentofChemicalSciences,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Beijing１０００８５

(责任编辑　张 强)


基金快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英文期刊FundamentalResearch期刊
首发式暨第一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主管、主办的英文期刊 Fundamental
Research 期刊首发式暨第一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FundamentalResearch 第一届编委会主编、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龚旗煌,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班子成员及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
学术部部长刘兴平,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第一届编委会副主编、编委代表及北京科
爱森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在现场出席会议.近８０位副主编、编委参加了线上会议.首发式由自然
科学基金委党组成员、秘书长韩宇主持.

韩宇秘书长宣布了FundamentalResearch 第一届编委会主编、副主编人员名单,李静海主任和龚旗煌院
士,分别为主编和现场参会的副主编、部分编委代表颁发聘书.

李静海主任在首发式上发表讲话.李静海主任指出,建设高水平的学术期刊是中国科技界当前面临的
一项重要任务.党组决定将原«中国科学基金»英文刊改版为FundamentalResearch,目的就是打造国际一
流的学术交流平台,充分展示中国基础研究的原创成果,及时传播世界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他强调,要充
分发挥编委会引领学术方向和严把学术质量的关键作用,善于用好科学基金成果优势和组织优势,主动加强
与国际出版商的战略合作,切实强化服务科学家的公仆意识,才能尽快赢得科技界的信任和青睐.他希望,
第一届编委会在龚旗煌主编的领导下,坚守办刊宗旨,秉持科学精神,严把学术质量,团结和依靠广大科学
家,努力把FundamentalResearch 建设成为全球学术界信赖和欣赏的知识平台.

龚旗煌主编表示,世界正经历着新一波技术革命和科研范式的深刻变革,我国基础研究迎来了历史性机
遇,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创办FundamentalResearch 不仅为中国学者搭起了与世界进行学术交流
的高端平台,也将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基础研究创新发展的重要窗口,有助于提升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科学界
的影响力.编委会成员将努力工作,不断创新办刊思路,丰富期刊内容,广泛宣传,把好学术质量关,推动期
刊向高质量特色化方向发展.

刘兴平部长在首发式致辞中指出,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创办FundamentalResearch 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好一流学术期刊重要指示的战略之举.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Fundamental
Research 必将成为汇聚创新思想的战略阵地、培育创新人才的重要园地、引领前沿方向的学术高地.

彭斌总经理表示,科爱公司将利用爱思唯尔平台,竭诚服务,助力FundamentalResearch 尽快走向世界.
随后,龚旗煌主编主持FundamentalResearch 第一届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与会专家就如何办好期刊进

行深入研讨并积极献言献策.
FundamentalResearch 是一本综合性的英文学术期刊,内容覆盖自然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在自然科学

基金委党组和龚旗煌院士的带领下,组建了一支来自９个国家的１５２名专家组成的编委团队,由１名主编、８
名副主编、１４３名编委成员组成.

期刊网址:http://www．keaipublishing．com/cn/journals/fundamentalＧ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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