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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精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创新和基础研究的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

研究的若干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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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依靠专

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克
服了学科申请代码调整以及疫情对评审工作带来的

各种困难,圆满完成了本年度各类基金项目的受理、
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评审工作总体情况

１．１　评审工作原则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条例»«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
«２０２０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和委内各

类项目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要求以及学部在初审、
权限管理、回避管理、重要类型项目方面制定的细

则,组织开展基金评审工作.依法履行各自职责,严
格工作纪律,改进工作作风,规范评审流程,重视廉

政风险防控,全面推进深化基金改革的各项举措,提
升评审质量,择优资助各类项目,确保了评审工作的

公正性、公平性和科学性.
１．２　项目接收与受理情况

截至目前,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接收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

项目、重大项目以及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等各类项目

申请共计４７５４２项,涉及１２２５家依托单位.其中,
面上 项 目 申 请 ２０７４０ 项,与 ２０１９ 年 相 比 增 长

１５．９１％;青 年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１８７７１ 项,增 长

１４０４％;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７０３项,增长２．４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６５８项,增长７．６９％;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２３９项,增长１４．７２％;重
点项目６３４项,增长６．５５％;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５１
项,增长６４．５２％.

截至目前,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不予受

理项目３４０项,与２０１９年相比(７２２项)大幅下降,
这与本年度全部采用无纸化申请相关,大大减少了

相关环节的出错率.本年度不予受理项目中,面上

项目１０７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５５项,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１５项,重点项目３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６９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６项,联合基

金项目４３项,其他４２项.共接收３１项复议申请,
占不予受理项目的９．１２％,其中２８项维持原判,３
项同意复议申请,重新送审.

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为:(１)未按要求提供证

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知情同意书、伦理委员

会证明等;(２)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申请超 项;
(３)申请人不具备该类项目的申请资格,主要包括

申请人正在申请或执行互斥的其他人才类项目、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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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单位不符合指南要求等;(４)申请人或主要参与

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５)不属于项目指南资助范

畴;(６)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７)申请书

缺页或缺项;(８)研究期限填写错误,不符合指南要

求;(９)其他可认定的不予受理情形.

１．３　指派与通讯评审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进一步推进计算

机辅助指派工作,充分发挥辅助指派系统在“回避”
与“匹配”两个方面的作用,对申请代码调整后的项

目指派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专业特

长,依靠而不依赖“辅助”作用,积极参考而不盲从

“指派建议”.学部本年度辅助指派项目占比为

９９．５２％,平稳高效地完成了本年度项目指派工作.
本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继续实行重点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以及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推荐上会的重

要类型项目严格经部务会审定,兼顾学科平衡.

１．４　会议评审与资助计划完成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全面推进评审改

革,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会议评审工作中,严格

采取随机分组且分组信息保密等一系列措施,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在基础科学中心评审中遵循“成熟一

项,启动一项”“决不允许拼盘”.此外,全部的会议

评审都采取了专人通知专家,专人负责专家报到,参
会人员手机于会场外统一保管等措施.

公正性的保障既依靠构建科学界信赖的制度平

台,更依靠评审专家的战略智慧和学术良心.要求

评审专家能从发展基础研究的高度,不作为单位、部
门的利益代表,不负使命,不负科技界的厚望,客观

公正地遴选项目.在专家们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

下,顺利完成评审任务,所有拟资助项目均通过专家

组一次性正式投票产生.
截至目前,共批准资助项目７５３６项,资助经费

４７．６３５亿元,资助项目涉及５８８个依托单位的在职

科研人员１４９２２人次、博士后１０２５人次、研究生

２４２６３人次.

２　各类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集中受理项目的

总体情况(不含联合基金项目)如表１所示.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分类,本文

对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所受理评审的项目

分别进行概述,包括:(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及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重点项目、重大项目

及重大研究计划;(３)人才类基金项目;(４)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５)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
(６)联合基金项目;(７)原创探索计划项目;(８)专

项项目.

２．１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及地区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概况

　　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同比增幅分别

为１５．９１％、１４．０４％和２．４３％,三类项目资助数量

均保持稳定增长,为从事工程与材料科学相关研究

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支持.２０２０
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各学科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情况如

表２所示,总体上较好地满足了三类项目的定位、学
科均衡和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表１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集中受理项目情况一览表

项目类型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面上项目 ２０７４０ ３３０９ １５．９５ １９２３９８．００ ５８．１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８７７１ ３１２７ １６．６６ ７４５６０．００ ２３．８４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２７０３ ３９３ １４．５４ １３７５０．００ ３４．９９
重点项目 ６３４ １０８ １７．０３ ３２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３９ １１０ ８．８８ １３２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５８ ５７ ８．６６ ２２８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５１ ６ １１．７６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９２ １４ １５．２２ ３４４０．００ ２４５．７１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１１９ １７ １４．２９ １２１２４．０２ ７１３．１８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 １０ 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７ ２ ２８．６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４５０２４ ７１４３ ３８２６７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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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主要部分,其定位是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在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

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评审时着重就科

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

方面进行评价.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面上项

目申请２０７４０项,受理２０６２６项,共发送同行评议

函８４５８１份,回函率１００％;批准面上项目３３０９项,
资助直接费用１９２３９８万元,平均资助强度(直接费

用,下同)５８．１４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５９５％.本年

度面上项目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２４８岁,且主要

集中在３１~５５周岁,其中３６~４０周岁的申请者占

比最大,达到３２．１６％,具体年龄分布如表３所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是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

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定位是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

员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

研究工作,特别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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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青年科学技

术人员的创新思维,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评审时

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申请人的创新潜力等方面进行评价.２０２０年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１８７７１项,

表２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各学科处

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资助情况

学科

代码

申请

项目数

资助

项目数

资助直接

费用(万元)
资助率
(％)

E０１ ３２５７ ５２６ ２１１８７ １６．１５
E０３ ２８５４ ４８４ １９４２３ １６．９６
E０２ ４０８４ ６８７ ２７６８０ １６．８２
E０４ ４７３５ ７５８ ３１１９２ １６．０１
E０５ ６９９６ １１５０ ４７３５９ １６．４４
E０６ ２９３７ ４８６ １９３０４ １６．５５
E０８ ６２８７ ９９１ ４１７９６ １５．７６
E１０ ２５５３ ４０６ １６６５２ １５．９０
E０７ ２８００ ４４４ １８４５５ １５．８６
E０９ ２０２６ ３２９ １３３５７ １６．２４
E１１ １４４２ ２０６ ８７４２ １４．２９
E１２ １１９３ １９３ ８２１０ １６．１８
E１３ １０５０ １６９ ７３５１ １６．１０
总计 ４２２１４ ６８２９ ２８０７０８

表３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面上项目

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
(岁) ≤３０

３１~
３５

３６~
４０

４１~
４５

４６~
５０

５１~
５５

５６~
６０

＞６０

人数 ９５ ２８３１ ６６７０ ５１２５ ２９２８ １６４３ １２３５ ２１３
占比(％)０．４６１３．６５３２．１６２４．７１１４．１２ ７．９２ ５．９５ １．０３

受理１８７１６项;共发送同行评议函６５５３１份,回函

率１００％;批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２７项,资助直

接费用７４５６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３．８４万元/项,
资助率为１６．６６％.本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人的平均年龄为３２．６４岁,且主要集中在２６~３５周

岁,其中 ３１~３５ 周 岁 的 申 请 者 占 比 最 大,达 到

６６５１％,具体年龄分布如表４所示.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也是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

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定位是支持特定地区部分

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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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
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

评价.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２７０３项,受理２６８８项;共发送同行评议函

９０９６份,回函率１００％;批准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３９３
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３７５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３４．９９
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５４％.本年度地区科学基金

申请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２．３５岁,且主要集中在３１~
５５周岁,其中３６~４０周岁的申请者占比最大,达到

３２．１９％.

２．２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及重大研究计划资助概况

(１)重点项目资助情况:重点项目支持从事基

础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

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促进

学科发展,推动若干重要领域或科学前沿取得突破.
应当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重点突出的原则,重

视学科交叉与融通,有效利用国家和部门科学研究

基地的条件,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

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并考虑:１)申请人

和参与者的研究经历;２)研究队伍构成、研究基础

和相关的研究条件;３)申请人完成基金资助项目的

情况;４)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５)项目申

请经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

部接收重点项目申请６３４项(２０１９年５９５项);批准

资助１０８项,资助直接费用３２４００万元,资助强度

３００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７．０３％.

表４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段(岁) ＜２６ ２６~３０ ３１~３５ ３６~４０
人数 ９ ４１０２ １２４８５ ２１７５

占比(％) ０．０５ ２１．８５ ６６．５１ １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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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重大项目资助情况:重大项目面向科学前

沿和国家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需

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超前部署,开展多学科交叉研

究和综合性研究,充分发挥支撑与引领作用,提升我

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

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

进行评价,并考虑:１)科学问题凝练和科学目标明

确情况;２)围绕总体科学目标,课题之间的有机联

系;３)申请人和参与者的研究经历;４)研究队伍构

成、研究基础和相关的研究条件;５)申请人完成基

金资助项目的情况;６)研究内容获得其他资助的情

况;７)资金预算编制的合理性.同时,要求重大项

目申请人明确回答 DARPA 的海尔迈耶五问,即:

１)你想做什么? 通俗清晰地描述你的目标;２)现有

相关研究情况怎样,现有研究有何局限? ３)你的想

法有何创新? 为什么能成功? ４)谁会关心你的研

究? ５)如果你成功了,会带来什么改变? ２０２０年度

共接收重大项目申请１０项,受理９项,不予受理１
项,原因为项目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经通讯评审、
会议评审、资金预算专项评审和委务会审批等程序

后最 终 ６ 项 申 请 获 得 通 过,总 资 助 直 接 费 用 为

１０７４８．３０万元.
同时,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积极应对当前的“新冠

病毒”、瞄准未来重大疫情,针对重大疫情过程中及

后期的水、空气、固废、土壤等环境安全与风险防控

的重大问题,紧急启动了重大项目“重大疫情的环境

安全与次生风险防控”的立项工作,该重大项目共接

收项目申请书４份.经同行专家通讯评审并报部务

会审议及专家会议评审,建议资助１项.
(３)重大研究计划资助情况:重大研究计划围

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加强顶层设

计,凝练科学目标,汇聚优势力量,形成具有相对统

一目标或方向的项目集群,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培
养创新人才和团队,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

能力,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科学支

撑.重大研究计划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

华、跨越发展的基本原则.评审时着重就科学价值、
创新性、社会影响以及研究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进

行评价,并考虑:１)凝练科学问题和科学目标的情

况;２)与重大研究计划总体目标的相关性;３)研究

队伍构成、研究基础和相关的研究条件;４)申请经

费使用计划的合理性.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征集重大研究

计划立项设想１０项,经科学部组织函评后推荐至科

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论证遴选,最后经部务会讨论

审议,分管委领导审批,推荐“极端条件电磁能装备

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参加了自然科学基金委委务

(扩大)会议的遴选和审议,并最终获得批准立项.
本年度该重大研究计划共接收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３５项、培育项目申请７１项、战略研究项目申请１
项;共批准重点支持项目８项,资助经费２４００万元;
批准培育项目８项,资助经费６３２万元;批准战略研

究项目１项,资助经费４００万元.
此外,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还接收“面向发

动机的湍流燃烧基础研究”“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

关键技术研究”“航空发动机高温材料/先进制造及故

障诊断科学基础”“功能基元序构的高性能材料基础

研究”“西南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和适应性利用”等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的集成项目、重点支持项目、培育项目、
战略研究项目等共计１５８项.截至目前已批准各类

型项目５３项,总资助经费１７８０１万元,如表５所示.

２．３　人才类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系列已经形成了相对完

整的资助链,由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础科学中心以及前文提到

的青年科学基金和地区科学基金构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

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

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

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评审时

应当重点考虑:(１)近５年取得的科研成就;(２)提

出创新思路和开展创新研究的潜力;(３)拟开展研

究工作的科学意义和创新性;(４)研究方案的可行

性.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 申 请 １２３９ 项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８０ 项),增 幅 为

１４７２％;批准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１１０项,总资

助直接费用１３２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８．８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支持在基础研究方

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

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海

外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

学术带头人.评审时重点考虑:(１)研究成果的创

新性和科学价值;(２)对本学科领域或者相关学科

领域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要有选择地阐述是否创

立了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否为重要科学问题

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关键证据、是否对所在学科的认

知体系或对解决重要需求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有实

质贡献、是否可导致领域研究方向的变革或领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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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评审情况一览表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面向发动机的湍流燃烧基础研究 集成项目 ２ １ 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 集成项目 ２ 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６１ ５ ８．２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
航空发动机高温材料/先进制造及

故障诊断科学基础

集成项目 ３ ２ ６６．６７ ３２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６ ３ １８．７５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培育项目 ６３ １４ ２２．２２ ９０１．００ ６４．３６

功能基元序构的高性能材料基础研究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西南河流源区径流变化和适应性利用 集成项目 ３ 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８．００ ９２２．６７

重点支持项目 ６ ４ ６６．６７ １６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极端条件电磁能装备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５ ８ ２２．８６ ２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培育项目 ７１ ８ １１．２７ ６３２．００ ７９．００
战略研究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总计 ２６５ ５３ １７８０１．００

知体系的显著进步;(３)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

影响;(４)拟开展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构思、研究方

向、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接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申请６５８项(２０１９年

６１１项),增幅为７．６９％.批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５７项,资助强度４００万元/项,总资助直接费用

２２８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８．６６％.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为学

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共同围绕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合作开展创新研究,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

有一席之地的研究群体.评审时重点考虑:(１)研

究方向和共同研究的科学问题的重要意义;(２)已

经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科学价值;(３)拟开展

研究工 作 的 创 新 性 构 思 及 研 究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４)申请人的学术影响力,把握研究方向、凝练重大

科学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在研究群体中

的凝聚力;(５)参与者的学术水平和开展创新研究

的能力,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合理性;(６)研究群

体成员间的合作基础.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接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申请５１项(２０１９年３１项),
增幅为６４．５２％.批准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６个,总
资助直接费用６０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１１．７６％.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集中和整合国内优势科

研资源,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超前部署,充分发挥科

学基金制的优势和特色,依靠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吸
引和凝聚优秀科技人才,着力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

合,相对长期稳地支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和探索,致
力科学前沿突破,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成

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形成若干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接收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７项,批准２项,总资助

直接费用１２０００万元,资助率为２８．６０％.

２．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资助概况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原国家重大科研

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
科学目标为导向,鼓励和培育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探

索性科研仪器研制,着力支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

设备研制,为科学研究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以
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２０２０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部门推荐)申请１０项,均未获得资助;接
收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申请１１９
项,批准１７项,总资助直接费用１２１２４．０２万元,平均

资助强度７１３．１８万元/项,资助率为１４．２９％.
２．５　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资助概况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科学技术人

员围绕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我国迫切需要

发展的研究领域、我国科学家组织或参与的国际大

型科学研究项目或计划以及利用国际大型科学设施

与境外合作者开展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２０２０
年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接收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申请

９２项,与２０１９年持平,批准１４项,资助直接费用

３４４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２４５．７１万元/项,资助率

为１５２２％.

２．６　联合基金项目资助概况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

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促进有关部门、企
业、地区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合作,培养科

学与技术人才,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区域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负责材料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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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两个领域相关基础研究的资助与项目管理.项目

应用性强,与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密切相关.
在与企业和行业管理部门密切联系的基础上,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积极推动了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长江水科学联合基金、地震科学

联合基金、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航天联合基金、高
铁联合基金等联合基金的设立.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共受理１５类联合

基金项目申请,截至目前,所有类型联合基金均已完

成评审,各类联合基金的整体申请与资助情况如表６
所示,其中长江水科学联合基金为本年度新设立的类

型.１５类联合基金共接受申请１５１５项,其中４２项不

予受理,主要原因包括申请代码填写错误、研究期限

填写错误、未按指南要求联合当地单位申报、申请人

或参与人简历信息填写不规范等.共资助各类型联

合基金项目２６８项,直接资助经费６８３０３万元.

２．７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概况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科研人员提出原创学术

思想、开展探索性与风险性强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工

作,如提出新理论、新方法和揭示新规律等,旨在培

育或产出从无到有的引领性原创成果,解决科学难

题、引领研究方向或开拓研究领域,为推动我国基础

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供给.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实施方案

(试行)»基础上,结合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的自身特

点,制定了«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实

施细则(试行)».

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受理的第一批原

创探索计划预申请项目８９项,学科(处)采取双盲通

讯评审的方式对受理的预申请项目进行了通讯评

审,经学部部务会审议,确定第一批原创探索计划项

目预申请通过项目２４项.相关学科(处)已完成正

式申请的通讯评审工作,通讯评审也以双盲形式进

行.经学部部务会审议,推荐１１项项目上会答辩,
经会议评审,第一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６项,资
助期限均为一年,直接资助经费４２０万元.在一年

执行期满后,将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对后续有

望获得突破性原创成果的项目进一步给予支持.截

至目前,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第二批原创探索计划项

目共收到预申请５７项,目前正在组织评审中.

表６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项目类型 项目亚类
申请数
(项)

资助数
(项)

资助率
(％)

资助经费
(万元)

平均资助经费
(万元)

NSF—广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７９ １４ １７．７２ ３６３３．００ ２５９．５０
NSFC—新疆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０ ２ １０．００ ５２２．００ ２６１．００

培育项目 ７６ １１ １４．４７ ６３８．００ ５８．００
本地青年人才培养专项 ５ ２ ４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NSFC—河南联合基金 培育项目 ３１７ ２３ ７．２６ １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４ ５ ２０．８３ １０９５．００ ２１９．００

NSFC—云南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４９ ６ １２．２４ １３３８．００ ２２３．００
长江水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５８ １３ ２２．４１ ３０４８．００ ２３４．４６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 ９ ３ ３３．３３ ２６２０．００ ８７３．３３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０ ６ ３０．００ １５８０．００ ２６３．３３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３ ５ １５．１５ １３４５．００ ２６９．００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集成项目 ２ １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２５ ４ １６．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 ２８７．５０
NSFC—山东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６２ １２ １９．３５ ３３６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 ４ ２ ５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６９ １４ ２０．２９ ３５５６．００ ２５４．００
核技术创新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３５ ６ １７．１４ １６８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８ ２ ２５．００ ５６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 ２ １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７６ １３ １７．１１ ３２７６．００ ２５２．００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集成项目 １ 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７８．００ １５７８．００

重点支持项目 ４３４ １１１ ２５．５８ ２８８７４．００ ２６０．１３
高铁联合基金 重点支持项目 １０７ １１ １０．２８ ２５２０．００ ２２９．０９
总计 １５１５ ２６８ ６８３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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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专项项目资助概况

专项项目(科技活动项目)用于资助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发展相关的战略与管理研究、学术交流活

动、科学传播、平台建设等活动.２０２０年度,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发布了两期专项项目指南,包括三种类

型:(１)工程与材料科学相关领域学科发展战略研

究(简称“战略与管理研究类”项目);(２)在华举办

的有影响的国际(地区)学术会议和基础研究短期人

才培训活动(简称“学术交流类”项目);(３)依托工

程与材料科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的面向中、
小学生的科学传播和普及活动(简称“科学传播类”
项目).

第１期专项项目共接收战略管理类和学术交流

类专项申请１６７项,经会议评审,资助１５项,直接资

助经费１５０万元.第２期专项项目共接收战略管理

类、学术交流类和科学传播类等专项申请１０６项,经
会议评审,资助１４项,直接资助经费１４０万元.

３　深化改革实施情况

３．１　优化学科布局,调整学科代码

优化学科布局是新时代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重

要任务之一,对于提升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水平和推动

科技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２０２０年１月,工程

与材料科学部积极响应委党组优化学科布局的改革

方案,率先在全委进行试点,以“特征优先、粗细适宜、
动态优化、服务管理”的科学基金申请代码优化为工

作原则,遵循知识体系的结构和逻辑演化规律及趋

势,对本部门内设的学科布局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申请代码调整的总体情况:(１)一级学科由原

来的９个调整为１３个:新增２个一级学科,分别为

交通与运载工程和新概念材料与材料共性科学;优
化升级出２个一级学科,分别为环境工程和海洋工

程;(２)基金申请代码仅含有二级代码,不再设置三

级代码(即原来的六位数代码),二级代码由原来的

１１６个增加为１１７个;(３)少量原三级代码合并至新

二级代码中,其余原三级代码体现在新二级代码下

的研究方向或关键词中.申请代码的调整体现了其

学科知识体系架构,同时兼顾了学科发展前沿,实现

了学科重点发展领域的优化.优化后的二级申请代

码包容性更强,分类更明确.申请代码体系的简化

也便于申请、利于管理.
由以上本年度各类项目的申请数据可以看出,

学科代码优化调整后,量大面广的面上项目和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增幅较大,超过全委增长率,说明代码

的优化调整全面覆盖了工程与材料科学部１３个学

科的资助领域,较好地反映了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

相比较原有代码而言,新代码更加明确和凝练.新

代码对研究方向的强调和突出作用,较好地促进了

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申请信心,有利于申请人选择

合适的领域进行申报,吸引了一部分相关学科的申

请人进行申报.同时,在二级代码调整基础上,进一

步梳理了学科资助方向,为项目申请和专家库维护

提供了便利,也提高了本年度申请项目分组和匹配

专家的精准度和效率.
３．２　落实分类评审,开展RCC评审试点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持续推进分类评审制度,学
部认真总结了２０１９年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在今

年的评审工作中全面推行和落实分类评审,特别是

在评审过程中,提醒专家根据申请项目科学问题的

属性进行针对性评审.部分学科在通讯评审阶段试

点了“按照四类科学属性评审建议”的办法,充分考

虑了分类评审的特点,为评审专家提供了详细且可

量化的评审依据,避免了专家评审的随意性.
根据委内统一部署,以金属学科为试点,开展了

“负责任、讲信誉、讲贡献(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
Contribution,RCC)”评审机制的改革工作.由于评

审专家“讲信誉”信息需要多年度累积,２０２０年试点

工作采集了“负责任”和“计贡献”相关指标.按照

«２０２０年“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试点工

作细化方案»,在发给通讯评审专家的通知邮件中,
对于RCC工作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在通讯评审过

程中,对评审专家的态度进行定期记录,同时将专家

评审项目的重置工作与RCC紧密挂钩;评审意见返

回后,对意见内容是否正确、反馈是否及时进行了初

步的评价.对于评审意见的公正性评价,在反馈意

见时同步开展.同时,利用各类项目评审会对 RCC
改革工作进行了宣讲,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后续

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总结经验,为学部的改革提

供参考.
３．３　严明学术纪律,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工作

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严明学术纪

律,营造良好科研氛围,针对答辩类项目代表作核查

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依据相

关管理办法,制定了２０２０年度代表作核查规则,以
此为标准严格执行,保证所有违规情况不予上会答

辩.在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行为、严明学术纪

律、营造良好科研氛围等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从

２０２１年开始,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继续加强对申请

人代表作的核查,唯一标准为真实.
此外,学部也高度重视基金项目的资金管理工

作,在本年度结题报告审查中,针对部分基金项目经

费执行率偏低的情况,督促项目(课题)负责人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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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使用经费,已着手研究制定对经费执行率低的

项目的处理办法.同时,充分利用各类评审会议,广
泛宣传科学基金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规定,从严要求

各责任主体落实审计整改的要求,持续推动降低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基金项目结余资金存量.

４　对未来工作的思考

在未来的工作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将继续深

化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决策部署,
不断巩固工程与材料科学部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推进落实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完善规章制度,加强规范管

理,严控廉政风险,提升管理水平.结合中长期和

“十四五”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布

局,构建三纵(工程、材料、工程与材料交叉)十四横

(１４个重点资助领域)工程与材料科学资助格局.
４．１　强化顶层设计,突出前瞻引领作用

科学把握未来的时与势,坚持策划先行,强化顶

层设计,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基金深化改革的有关工

作要求和部署,充分发挥中长期与“十四五”规划的前

瞻引领作用.中长期学科发展规划突出“重引领、偏
针对”;“十四五”学科发展规划体现“重顶层、聚针

对”;强调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并举,在高度上不断螺

旋式提升.２０２１年重点项目指南将在工程、材料、工
程与材料交叉三方面布局１４个重点资助领域.
４．２　聚焦重点任务,深化科学基金改革

聚焦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科学基金改革重点任

务,及时响应国家重大需求,促进工程与材料的深度

交叉融合.在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和成果应用贯

通机制方面加强改革力度.
进一步完善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理顺重点

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之间的关系和层

次,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前沿

探索结合起来,合理设置项目指南,形成优势互补、
高效协同的有机整体.力求每一步都进行差额遴

选,竞争贯穿始终,坚决杜绝“拼盘”“拉郎配”“自产

自销”等现象的出现,不断提高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水

平,提升资助效益.
促进完善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加强科学基金资

助成果的展示,推动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

成果转移转化.特别是针对高速铁路基础研究联合

基金、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智能电网联

合基金等面向国家重大工程和战略产业发展中的紧

迫共性需求,引导联合资助方深度介入项目的管理

过程,注重成果的总结和发掘,强化项目成果与需求

方对接,助推资助成果向产业应用的转化贯通.
４．３　优化机构设置,加强专业队伍建设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积极响应委党组优化学科布

局的改革方案,率先在全委进行试点,在２０２０年完

成了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学科布局优化和申请代码的

调整.学部将根据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自洽性、知
识逻辑体系与国家重大需求的有机结合为原则,对
调整后的学科布局,进行机构设置优化与人员岗位

调整及合理配备.
严格按照基金委各项管理规定,继续完善学部

各项工作实施细则,规范评审流程,严控廉政风险,
以激励担当作为、规范管理为主线,加强专业队伍建

设,汇聚培养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人才队伍,实现管

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队伍素质专业化精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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