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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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部在２０２０年度基金评审工作中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在委党组统

一领导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聚焦“明确资助导

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三大改革任务,扩
大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评审试点范围,试行“负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
Contribution,RCC)”的评审机制,稳步推进原创探索

项目评审,部署专项/应急项目,快速响应国家重大需

求,不断改进项目评审工作,按计划全面完成了各类

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２０２０年度评审工作概况

１．１　项目申请与初审情况

２０２０年管理科学部集中受理 申 请 总 项 数 为

１３０３８项,申请总量比２０１９年１２５７９项增加了４５９
项,增幅３．６５％.其中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三类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３．２６％,与学

部总申请量增幅接近.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申请量增长迅速,增幅

均超过２０％.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从１９２
项增加至２１７项,增长１３０２％,也有较大增幅.

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不予受理项目数为１３６
项,占比为１．０４％,比２０１９年的２．６２％有较大幅度

降低.从学科分布看,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工商管理

两个学科不予受理项目占比最小,分别为０．７６％和

０．６１％.从不予受理的原因分布看,“其他可认定的

不予受理情形”“申请书缺页或缺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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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管理科学部申请项目不予受理的主

要原因,三类原因导致的不予受理项目合计占不予

受理项目总数的７５％,分别为３２．３５％、２５．００％、

１７．６５％.此外,“申请人正在承担或申请社科基金

项目”也是申请项目不予受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占比

１１．０３％.而广为申请者关注的“申请人或主要参与

者申请超项”则较少,仅有４项,占比２．９４％.

表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管理科学部集中受理期申请项目数量比较

年度与数据

项目类型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数量(项) 占比(％) 比上一年增加(％) 数量(项) 占比(％) 比上一年增加(％)

三类项目

面上项目 ５２５８ ４３．６４ １６．３５ ５２３７ ４０．０９ －０．４０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５８１７ ４８．２８ ２７．１５ ６１７７ ４９．６５ ６．１９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９７４ ８．０８ ３．７４ １０２８ ８．２６ ５．５４

三类项目小计 １２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４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６
重点项目 １４３ ３．６０ １７３ ２０．９８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１１１ １．８０ １３８ ２４．３２
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２０ －４．７６ ２５ ２５．００
海外及港澳合作项目 ５ －８０．００ ０ －１００．００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１２ １４０．００ １２ ０．００
重大项目 １６ １４ －１２．５０
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１９２ １．５９ ２１７ １３．０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２７ １７０．００ １１ －５９．２６
科学中心项目 ４ ６ ５０．００
学部总计 １２５７９ １９．４７ １３０３８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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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２０年管理科学部面青地项目资申请资助总体情况表

项目类别 资助经费(万元) 申请项数(项) 资助项数(项) 资助率(％) 资助强度(万元/项)

面上项目 ３８７０４ ５２３７ ８０６ １５．３９ ４８．１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２１０４ ６１７７ ９２１ １４．９１ ２３．９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４０６０ １０２８ １４５ １４．１１ ２８．００
三类合计 ６４８６８ １２４４２ １８７２ １５．０５ ３４．６５

表３　２０２０年管理科学部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典型案例情况

四类属性 申请代码 项目名称

Ⅰ:鼓励探索、突出原创 G０３０３ 大数据时代区间数据的建模理论和应用研究

Ⅱ:聚焦前沿、独辟路径 G０１０８ 智能组织中的人机协同决策研究:人机内部兼容性视角

G０４０４０１ 不确定性科学知识表示与计量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以医学为例

G０３０５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传导及有效性———基于异质性消费者与异质性金融机构视角

Ⅲ:需求牵引、突破瓶颈 G０３０８０２ 农时视角下的小农机械化:对我国不同熟制地区粮食收获机械化的考察

G０１０９ 创新型众包平台中的竞赛机制设计、服务与定价问题研究

Ⅳ: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G０２１０ 基于感知机器共情的人工智能客服交互过程设计与用户满意度提升

１．２　项目会议评审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共分管理科学与工程

(G０１)、工商管理(G０２)、经济科学(G０３)、宏观管理

与政策(G０４)等四个学科评审组对面上、青年、地区

及重点项目进行专业会议评审.
(１)面上项目: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资助面上

项目８０６项,资助经费３８７０４万元,资助率１５．３９％,
比２０１９年的１５．３５％增加了０．０４％.平均资助强

度为４８．１２万元/项,比２０１９年略低.
(２)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管理科学部资

助青年基金项目９２１项,资助经费２２１０４万元,资助

率为１４．９１％,比２０１９年的１４．８７％增加了０．０４％.
从近五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情况来分析,资
助项目数量和资助经费均逐渐增加,资助经费占三

类项目(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的比重也不断增大.
(３)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地

区科学基金申请量为１０２８项,相比去年９７４项的申

请量,增加了５．５４％,资助项目１４５项,资助经费４
０６０万元,资助率为１４．１１％,比２０１９年度有所降低.

(４)重点项目: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

受理申请１７３项,在«项目指南»公布的３６个领域

中,平均每个领域申请４．８１项.推荐上会答辩５５
项,批准资助３４项,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

理、经济科学、宏观管理与政策四个学科分别为９
项、９项、９项和７项,分布较为均衡.

２　管理科学部分类评审改革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立的基

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Ⅰ),聚焦前沿、独辟蹊

径(属性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Ⅲ),共性导

向、交叉融通(属性Ⅳ)”(以下分别简称为属性Ⅰ、属
性Ⅱ、属性Ⅲ和属性Ⅳ)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资助导

向,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将分类评审试点范围扩大

到所有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

２．１　重点项目分类评审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分类评审情况:
从申请看,属性Ⅲ类项目占比最大;属性Ⅰ和属性Ⅳ
类项目比例最小.从资助率看,属性Ⅱ类与属性Ⅲ
类相当,而属性Ⅰ类与属性Ⅳ类相当.

２．２　面上项目分类评审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分类评审情况:
(１)面上项目分类评审总体情况.从申请量

看,属性Ⅲ类比例最大,其次是属性Ⅱ类和属性Ⅳ
类,属性Ⅰ类项目比例最小.从资助率看,四类项目

的资助率顺序关系为属性Ⅱ＞属性Ⅲ＞属性Ⅰ＞属

性Ⅳ.
(２)面上项目分类评审分学科情况.从申请

看,所有四个学科均为属性Ⅲ类占比最高;G０１、G０２
和 G０３三个学科中,申请率占比顺序均为属性Ⅲ＞
属性Ⅱ＞属性Ⅳ＞属性Ⅰ;而学科 G０４中四类项目

的申请率顺序则是属性Ⅲ＞属性Ⅳ＞属性Ⅱ＞属性

Ⅰ.从资助率看,四个学科中 D类资助率均排序最

后;G０１、G０２ 和 G０３ 三个学科中,B 类的资助率

最高.

２．３　完善四类问题典型案例库

为了进一步增强管理科学部申请人对四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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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属性具体内涵的理解和把握,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

学部继续深入开展分类评审案例研究,完善四类问

题典型案例库.通过专家讨论、学科推荐、学部讨

论,共遴选列举了７个典型案例,其中属性Ⅰ类案例

１个,属性Ⅱ类案例３个,属性Ⅲ类案例２个,属性

Ⅳ类案例１个.

３　管理科学部RCC评审改革试点

为了激励评审专家更加积极主动遴选创新项目

的责任意识,大力弘扬负责任的评审文化,维护评审

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确保新时期资助导向落到

实处,２０２０年管理科学部在工商管理学科青年科学

基金评审中试行RCC评审机制.
管理科学部通过认真组织和实施,在工商管理学

科青年科学基金评审中试行RCC评审改革取得较好

成效.(１)评审意见反馈的时效性提高:回函率

１００％;拒评时间早,且均属于客观原因;绝大部分评

审意见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仅２３位专家需要催交.
(２)评审意见的建设性提升:套话空话明显减少;过短

的评审意见(如:评价意见仅２行,不足１００字)明显

减少,仅２７项,均被退回,重新提交.(３)评审专家的

责任心更强:“张冠李戴”等错误明显减少;重置请求

明显下降.(４)不予资助的理由写的充分详细,受到

会评专家肯定:会议评审时很多专家都表示青年项目

不予资助的理由写的很充分详细.

４　管理科学部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积极实施原创探索项目

(以下简称“原创项目”)资助计划.学部所实施原创

项目类型分为专家推荐类和指南引导类两大类.
４．１　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原创项目实施概况

(１)专家推荐类原创项目

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专家推荐类原创项目由

全委统一发布指南,管理科学部共收到２２项预申

请,初审不予受理１项.所有预申请项目在管理科

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经济科学、宏观管理与政策学

科四个学科的分布如图１.目前共有５项通过预评

审,进入正式评审的同行评议阶段.
(２)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

管理科学部在原创项目全委指南发布以后,立
即开展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的指南征集工作,在面

向学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学科专家多次征集基础

上,召开论证研讨会,最终形成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年

度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指南«管理与经济科学新理

论方法和新范式项目指南».包括“管理科学的量化

研究、新技术驱动的财务与会计决策和复杂经济系

统理论和方法”三个资助方向.指南引导类原创项

目共收到４１１份预申请,预申请数量远多于专家推

荐类原创项目.所有预申请项目在三个资助方向的

分布如图２.共有１０项通过预评审,进入正式评审

的同行评议阶段.
４．２　原创项目评审实施流程

管理科学部在２０２０年度原创项目评审中,按照预

申请评审和正式申请评审两个环节组织实施,对资助

期满且后续有望获得突破性原创成果的项目还有延续

资助评审环节.科学部在遵守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规

定的基础上,结合原创项目特点创新评审流程,如图３.
(１)预申请评审阶段

管理科学部首先对提交的预申请申请书进行形

式审查,将不符合条例、管理办法和指南要求的项目

予以退回.对通过初步审查的原创项目申请书,遴选

专家进行双向匿名(隐去申请人和推荐人信息)同行

评议,评议要点包括原创性、科学性、潜在影响力和可

行性等.学部根据同行评议专家意见,以部务会议的

形式提出进入正式申请环节的项目清单,报分管委领

导审批.对通讯评审中多数评审专家不同意正式申

请,但原创性强的项目,经部务会议讨论后可列入正

式申请项目清单.对于原创项目预申请评审结果,学
部只反馈通过或不通过,不反馈具体评价意见.

图１　专家推荐类原创项目预申请在四个学科的分布情况

图２　指南引导类原创项目预申请在三个资助方向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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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实施流程

　　(２)正式申请评审

学部遴选专家进行单盲同行通讯评议,即向评审

人提供申请人和推荐人全部信息.通讯评议结果返

回后,将所有通讯评议意见反馈给申请人,请申请人

就评议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学部将申请人的反

馈意见全部返回给评议专家,请专家进行判断.最终

根据评议专家的评审意见,确定上会答辩人选.
学部根据项目领域,遴选专家组成答辩评审组.评

审组根据答辩情况无记名投票,对过半数项目予以资助.
(３)延续资助

原创项目资助期满后,学部组织专家以会议形

式对项目完成情况和研究成果进行评估,项目负责

人到会答辩.对后续有望获得突破性原创成果的项

目,经评估专家组投票表决,可提出延续资助建议,
按审批程序进行审批.

５　推进学风建设

为了倡导优良学风,弘扬学术诚信,管理科学部

２０２０年度大力推进学风建设工作,在严格代表作核

查、学风建设宣传方面取得进展.

５．１　严格代表作核查

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进一步完善代表作核查

流程,扩大代表作核查的项目范围,实现管理科学部

所有类型上会项目代表作核查的全覆盖.
管理科学部代表作核查流程主要有三个步骤:

核查前准备、代表作核查及申请人确认.核查前准

备阶段包括确定核查项目范围、开展核查人员培训、

进行核查人员分工;代表作核查阶段包括代表作标

注核查、学部主任办公会讨论以及对核查所发现问

题进行分类;申请人确认阶段包括:学部联系每位存

在潜在问题的申请人并要求对问题进行解释或举

证、对各申请人的介绍或举证进行分析以及对各申

请人进行问题定性并进行相应处理.
通过上述流程的代表作核查,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

年度共认定存在代表作标注问题的项目１１８项,占
上会总项目的４．２％.按代表作问题类型分,通讯

作者标注错误和作者顺序排序错误两类占比最大,
合计达到了６８％.对存在代表作标注问题的项目

在会议评审阶段进行特别标注,并提请会议评审专

家严格把关,受到专家高度评价.

５．２　召开学风建设会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和服务科学家,管理科

学部首次尝试面向所有本年度获资助项目主持人１
４００余人,以委内现场会议＋委外视频会议的方式,召
开了主题为“弘扬优良学风、勇攀科学高峰”学风建设

交流会,邀请委领导及学部领导和工作人员宣传自然

科学基金委和管理科学部在学风建设方面的具体做

法与要求,受到学界和依托单位好评.

６　重大项目改革探索

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０年度根据巡视组的指导建议

及自然科学基金委整改举措,积极改革重大项目立

项和评审程序,制订了相应的程序和办法,强调竞

争,提高项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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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次线上线下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管理科学部

２０２０年度共提交重大项目立项建议６项.经管理科

学部第八届专家咨询委员会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次会议审

议及全体委员投票,５项重大项目立项建议获得半数

通过,发布重大项目指南５项,拟资助项目不超过４
项.共收到项目申请１４项,经过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

最终建议资助３项.２０２０年度重大项目的立项工作体

现了“成熟一项资助一项”的强调竞争的改革导向.

７　深入开展学科调研

为了建设畅通沟通渠道,增强科研者对基金改

革的认知,加深基金管理者对科研者想法和需求的

理解,宣传基金改革工作,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采

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学科调研工作.(１)启动“宣
传与调研２０２０”计划:访问３０余家依托单位进行改

革宣传和改革调研,与科研者面对面交流.(２)举

办学科发展战略专题研讨会:多处组织召开“工商管

理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与优化学科布局研讨会”,
听取与会专家对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和优化学科

布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３)利用青年基金交流会

开展学科调研:利用青年基金交流会,召开调研会.

８　部署专项/应急项目,快速响应国家重大

需求

　　２０２０年度管理科学部积极部署专项项目和应急

项目,快速响应国家重大需求,支持国家重大决策.
８．１　专项项目部署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治理及

影响”专项.在侯增谦副主任带领下,组织专家研讨

上报政策建议专报２０余份;围绕重大传染病疫情防

控应对与管理、治理机制、经济影响、社会管理四个版

块部署“新冠专项”并形成提交多份政策建议报告.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专项.快速响应中央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需求,周小川牵头

１４个团队围绕１２个领域开展研究.成果为实务部

门决策提供决策参考.

“国家宏观战略中的关键问题研究”专项.围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和审计署等三部委

关于宏观发展战略中一些重大前瞻性问题部署专项

项目,有效支撑宏观管理部门的工作.
“黄河流域城市群与产业转型发展”专项.为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黄河会议精神,学部联合地球科学

部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基础

科学问题部署专项.
“科技管理”专项.为贯彻落实自然科学基金委

２０２０年度试点实施科技管理专项项目要求,培养造

就战略型科技管理人才,管理科学部协同计划局、政
策局、人事局、医学科学部、交叉科学部形成了«２０２０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管理专项项目申请指

南»,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发布.
８．２　应急项目部署情况

“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人才培养

研究”应急项目.对军工国防、地矿油、农林水三个

行业特色团队进行资助,助力行业特色高校丰富内

涵和可持续发展.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若干问题研究”应急项

目.落实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支

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９　对未来科学基金评审工作的一些设想

管理科学部将根据委里的改革举措,不断完善

评审机制,努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１)落实十四五战略规划.
(２)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立项机制.放宽指

南、激励创新、增加竞争,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进一步凝炼科学问题.按十四五规划组织重大项

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等.
(３)探索建立不同的学科属性的分类评价体

系、丰富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案例.
(４)进一步推进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实施.
(５)进一步开展RCC评审机制试点工作.
(６)精细化管理,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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