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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科学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

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分管

委领导的指导下,紧密围绕科学基金改革目标,聚焦

三大改革任务,加强三个建设,完善六个机制,强化

两个重点,持续推进基金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落实.
评审工作中,严格遵守基金管理各项规定和办法,积
极宣传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严肃履行“四方承

诺”制度,维护评审公正性,营造风清气正的评审环

境.信息科学部负责人认真落实“一岗双责”,与科

学部全体工作人员共同完成评审工作.

１　２０２０年度项目评审工作总体情况

信息科学部评审工作严格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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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等系列文件和各类项

目管理办法进行.信息科学部积极贯彻落实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各项任务,为落实明确资助导向,持续推

进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与评审,面上项目

及重点项目全面实施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

与评审;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同时适应信息科学

的发展需求,信息科学部作为试点部门对申请代码

进行了调整;为强化原始创新,推动学科交叉,积极

应对科学研究范式变革,贯彻落实原创探索计划;组
织开展 “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Responsibility,
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评审机制试点工

作.信息科学部通过项目评审的各个环节向专家学

者宣传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尤其在面青地和重

点项目会议评审会上,向评审专家传达四类科学问

题属性的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评审中结合信息领

域特点,把拟开展研究工作的创新性放在首位,不唯

论文数量,重视学术贡献与质量,支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的基础研究.
信息科学部在廉政风险防控方面,要求工作人

员、评审专家、申请人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严格执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办法»«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会议评审驻会监督工作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和办法.严明会场纪律,评审专家手

机全程集中保管.面青地和重点项目会议评审专家

遴选方面要求:重点项目评审专家不能与所在评审

组的申请人和参与人同一单位;重点项目答辩人不

担任后续面青地项目评审专家;连续两年担任专家

评审组成员的专家全部予以回避.会议评审中根据

新发现或专家提供的有共同利益等新情况及时调整

评审专家和主审专家并做好相关记录.自然科学基

金委监督委员会驻会监督工作组宣讲了评审工作纪

律,并对驻会监督工作进行了说明,进一步确保了评

审工作合法合规及项目评审公正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评

审会采取了线上答辩、线下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

审专家集中在会议现场听取答辩人录制好的答辩视

频,答辩人线上回答现场专家提问.专家线下将问

题写在纸条上并签名后交由组长统一提问,要求直

入主题,避免了“友好赞助式”提问.会后评审专

家普遍反映本次线上线下结合的会评新方式效果

良好,一方面有利于项目答辩人充分展示其研究工

作,避免了现场发挥失常的问题,更专注于专家问

题的回答,充分体现答辩人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使

评审专家在更大程度上避免了外界关注,有助于减

少干扰.同时该方式尚有不足,不利于专家追问,
需进一步完善.

２　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信息科学部收到各类项目申请总数

为２７０１５项(截至２０２０年０５月２１日正式库统计),
２０１９年度申请总数为２５１９１项,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８２４
项,增长率为７．２４％.面青地项目四类科学问题属

性的申请情况如表１所示.



　
第３５卷　第１期 文珺等:２０２０年度信息科学部基金评审工作综述 ４９　　　 　

表１　２０２０年度面青地项目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申请情况

总申请数
Ⅰ Ⅱ Ⅲ Ⅳ

申请数 比例(％) 申请数 比例(％) 申请数 比例(％) 申请数 比例(％)

面上项目 １２３４８ ６８７ ５．５６ ４５８８ ３７．１６ ５５４０ ４４．８７ １５３３ １２．４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９５５９ ６６７ ６．９８ ３５２２ ３６．８４ ４１２４ ４３．１４ １２４６ １３．０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５７７ １２６ ７．９９ ４３５ ２７．５８ ７００ ４４．３９ ３１６ ２０．０４
合计 ２３４８４ １４８０ ６．３０ ８５４５ ３６．３９ １０３６４ ４４．１３ ３０９５ １３．１８

　　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Ⅱ:聚焦前沿、独辟蹊径;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２０２０年度信息科学部共收到重点项目申请４５０
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５８３项,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申请１０２４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申

请１７９项目(其中自由申请１７３项,部委推荐６项),
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申请４８项,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６７项,以及联合基金项目７５８项等.因超

项及其他违规而不予受理的项目为１８３项(集中受

理期内１７３项),在规定期限内,收到正式提交的复

审申请为２４项,经综合处和科学处审核,其中２４项

维持原决定.

３　２０２０年度基金评审工作整体情况

３．１　面青地三类项目

３．１．１　面青地三类项目整体情况①

　　①　数据包含F０６(人工智能)以及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１)面上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申请１２３４８项,
比２０１９ 年(１１３４２ 项)增加了 ８．８７％,建议资助

２０６４项(２０１９年资助２０２４项),直接费用平均资助

强度为５７．９８万元/项(２０１９年为５９．６５万元/项),
资助率为１６．７２％(２０１９年为１７．８５％).

(２)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申请

９５５９项,比２０１９年(８８３７项)增加了８．１７％,建议

资助２１５２项(２０１９年资助２１３４项),直接费用平均

资助强度为２３．８４万元/项(２０１９年为２４．４４万元/
项),资助率为２２．５１％(２０１９年为２４．１５％).

(３)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申请

１５７７项,比２０１９年(１５５６项)增加了１．３５％,建议

资助２４８项(２０１９年资助２２７项),直接费用平均资

助强度３５．８１万元/项(２０１９年为３８．４０万元/项),
资助率为１５．７３％(２０１９年为１４．５９％).

３．１．２　F０６(人工智能)代码面青地三类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F０６代码面青地三类项目申

请１５７３项,建议资助５６９项.

３．１．３　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代码面青地三

类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F０７０１(教育信息科学与技术)
代码面青地三类项目申请４６１项,建议资助８４项.

３．２　重点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重点项目申请４５０项(其中立

项领域申请２９０项,非立项领域１６０项).经通讯评

审、学部部务会讨论,推荐１６０个重点项目参加答

辩,建议资助１０５项(其中立项重点领域８３项,非立

项重点领域２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３１５００万元,直接

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３００万元/项(２０１９年直接费

用 平 均 资 助 强 度 为 ３００ 万 元/项),资 助 率 为

２３３３％.

３．３　２０２１年度拟立项重点领域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建议书

２４０份.在通讯评审基础上,信息科学部召开学部

部务会,向分管委领导汇报了重点项目立项领域建

议的征集和通讯评审情况,讨论决定了推荐会议答

辩１０３项.经评审专家讨论投票,２０２１年度重点

项目建议立项７２个研究领域,另外还有８个重点

项目群,涉及信息科学部“十四五”相关优先发展

领域.

３．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项目申请１７９项,其中自由申请１７３项,部委推荐６
项.自由申请项目推荐会议答辩３６项,建议资助

２７项,资助率为１５．６％.部委推荐项目推荐会议答

辩２项,建议资助１项.

３．５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５８３项,比２０１９年(５２３项)增加６０项,推荐会

议答辩６３项,建议资助４３项,资助率为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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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９９５项,比２０１９年(８７６项)增加１１９项,推荐

会 议 答 辩 １２８ 项,建 议 资 助 ９０ 项,资 助 率

为９０５％.

３．７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４８项,推荐会议答辩１１项,建议资助５项,资
助率为１０．４２％.

３．８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

目申请６７项,不予受理１项;推荐会议答辩２１项,
建议资助１５项,资助率为２２．３９％.

３．９　重大研究计划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空间信息网络基础理论与关

键技术”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５项,推荐会议答辩

３项,建议资助２项,资助直接费用４０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后摩尔时代新器件基础研

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６５项,其中,培育项目

５４项,推荐会议答辩１７项,建议资助１１项,资助率

２０．３７％,资助直接费用８８０万元;重点支持项目１１
项,推 荐 会 议 答 辩 ６ 项,建 议 资 助 ４ 项,资 助 率

３６．３７％,资助直接费用１２００万元.

２０２０年度 共 收 到“未 来 工 业 互 联 网 基 础 研

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申请６２项,其中,培育项

目４６项,推荐会议答辩１７项,建议资助１１项;
重点支持项目１６项,推荐会议答辩９项,建议资

助６项.

３．１０　重大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总共收到重大项目申请１２项,推荐

会议答辩８项,建议资助６项,资助直接费用１０８００
万元.

３．１１　基础科学中心

２０２０年度共收到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７项,
推荐会议答辩５项,建议资助２项.

３．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２０年度联合基金项目共发布８类指南,包

括: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

金、NSFC—新疆联合基金、NSFC—山东联合基金、

NSFC—广东联合基金、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

究中心项目、智能电网联合基金、民航联合研究基

金.联合基金项目共收到集成项目申请８项,建议

资助４ 项;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６４２ 项,建议资助

１４７项.

４　２０２０年度评审工作整体要求与总结

４．１　面青地项目评审具体要求

面青地三类项目按要求提交会议评审重点讨论

的项目数不少于资助计划项数指标的１３０％,对会

议评审重点讨论的项目逐项讨论同时也对其他项目

进行整体审议.建立评审组长与专家的责任制度,
切实提高会评质量公平性.会议评审采用双主审

制,要求评审专家在尊重通讯评审结果的基础上,进
行重点讨论和审议.

按照相关规定,允许署名推荐“非共识”项目.
对于多数通讯评审专家认为不建议予以资助的项

目,２名以上会议评审专家认为该项目创新性强,可
以署名推荐.会议评审专家可通过独立填写推荐意

见,说明该项目的创新性、科学价值以及与通讯评审

意见的差异性,经评审组组长审查确认后可就该项

目进行重点讨论.专家评审组在充分听取推荐意见

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获投票人

数２/３以上赞成票的方可建议资助.
各类会议评审中,为促进信息领域女性科研人

员和边远地区科研人员的成长,在同等条件下向女

性科研人员和边远地区科研人员倾斜;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会议评审中,在同等条件下向地区科学基金

资助范围内的青年科研人员倾斜.
面青地三类项目建议资助经费由评审专家确

定,均无超过平均额度１０％的项目.

４．２　重点项目评审具体要求

重点项目支持科研人员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

究方向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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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科学前沿

取得突破.重点项目应当体现有限目标、有限规模、
重点突出的原则,重视学科交叉与渗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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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求重视四个面向的基础科

学问题,尤其是“卡脖子”技术背后的重要基础科学

问题.重视项目的科学价值、创新性、研究方案的可

行性及社会影响.
要求评审专家在评审中考虑下列情况:申请人

研究工作基础、研究条件和研究队伍状况;以往完成

基金项目情况;研究内容与其他基金项目的关联关

系,以及与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关系,同时特别强调

考察申请人能否保证时间和精力完成相关研究.要

求申请人在答辩中对申请项目的科学问题属性予以

重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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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参加评审会议专家情况

面青地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评审专家１７２位,
分为１２个学科评审组.重点项目评审会议共邀请

评审专家１５６名,分为１２个学科评审组.在评审会

议上,科学部向评审专家介绍了专家组评审任务、专
家权利、职责范围和义务,明确了面青地项目和重点

项目的投票规则,传达了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体

内涵和评审要点,强调了面青地项目评审采用双主

审制.按照规定和要求,介绍了评审会议答辩过程

进行录像的有关情况,要求评审专家和工作人员在

评审过程中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回避和保密原则.

４．４　疫情专项研究项目评审与立项

信息科学部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需求,
紧急启动科学部综合研究专项项目,支持一批理论

联系实践、体现学科交叉融合特点、与医疗科研部门

等有良好合作基础(已经合作开展实质性疫情防控

科研活动)的专项研究项目.经过评审,建议资助

２３项,总金额５００万元.获得资助的研究团队包括

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科研

机构.项目团队或负责人将就国内疫情开展深入研

究,密切与国内外同行学术交流,以期取得的研究成

果既对我国目前和将来的疫情防治提供指导,又能

对国际流行病防控贡献中国方案.

５　科学基金改革与试点

５．１　学科代码优化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信息科学部落实基金深化改革任务,试
点实施学科代码优化,并编制了申请代码调整说明.
调整后的基金申请代码保留一级代码和二级代码,不
再设立三级代码(即原来的六位数代码).一级代码

维持原来的７个不变,二级代码由原来的７５个增加

为８８个.部分原三级代码合并或直接升级至新二级

代码,其余体现在新二级代码下的研究方向中.信息

科学部编撰发布四类科学问题属性案例,进一步推进

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试点表

明学科代码优化促进了学科交叉融通;优化后的申请

代码覆盖度高、重叠度低,便于辅助智能指派.

５．２　贯彻落实原创探索计划

信息科学部贯彻落实科学基金深化改革重点任

务,积极探索对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非常规评审机

制,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科研人员投身原创性基础研

究工作,努力推动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

重大突破.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分为专家推荐类和指南引导

类两种类型.２０２０年４月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面向复杂对象的人工智能理

论基础研究项目指南,收到符合要求的原创项目预

申请２２９项.学部组织相关学科工作人员对预申请

进行审查和预申请书通讯评审,通过预申请书通讯

评审的项目提交正式申请书,科学处根据正式申请

书通信评审结果推荐会议答辩的项目,会议评审时

主要关注原创性、科学意义、研究基础与可行性、目
标与潜在影响力.其中,指南引导类１４５项,建议资

助６项;专家推荐类项目８４项,建议资助８项.

５．３　RCC评审机制试点落实情况

今年信息一处开展了 RCC试点工作.试点范

围为信息一处受理的全部面上项目,共计２９９９项.
通过部分面上项目函评专家反馈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调查问卷»,调研RCC
试点工作效果.认真审读了近１４０００份回收的函评

意见,以正向激励为原则,统计了评议意见提交过于

拖沓、评语贴错、评语过于简单、用语过激等情况,对
个别情况进行了 RCC标注.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

明:RCC评审机制可起到避免“严重延误后拒评”、避
免“评审意见张冠李戴”、杜绝通过“打招呼”请托或游

说谋取不当利益的现象、注重评审意见“对申请人贡

献”等效果;与往年比较,RCC反映出专家评审更认

真、评语更详尽、更多按时提交的促进和激励效果.

５．４　积极布局新措施

(１)积极推进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基金改革,
信息科学部全面实施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的分类评

审,并请会议评审专家结合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具

体内涵和评审要点进行评审;
(２)信息科学部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基础科学研

究的支持,从面上经费划拨５００万元,用于提高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率;
(３)结合国家需求,信息科学部倾斜资助重点

项目系统软件３项和水下机器人３项;
(４)信息科学部考虑学科差异及其项目结题经

费结余特点,根据学科特点支持重点和薄弱方向,统
筹协调学科处项目资助数和资助强度.信息二处在

系统软件和区块链研究方向,适当降低资助强度,增
加项目资助数１０项;信息四处压缩资助数１０项,用
以提高信息器件类项目的资助强度.

６　对未来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设想

结合“四个面向”,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基金深

化改革方案,优化科学基金的资助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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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明确资助导向,扩大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

性分类申请和评审的范围;
(２)继续开展 RCC 试点工作,推进完善负责

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机制;
(３)加强学科领域的调研,优化学科布局;
(４)鼓励创新,探索对原创探索项目的支持与

激励措施;
(５)加强学科交叉,促进共性导向融通发展;
(６)结合重大需求,进一步开展重大类型项目

科学问题凝练机制探索;
(７)加强项目管理,探索信息科学重大项类型

项目管理与激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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