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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中国为促进青年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

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而特别设立的科学基金.本文简要

回顾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发展历程,基于对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度获资助项目的分析,系统总结

了该基金在发现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促进科技创新进步、提升中国基础研究国际影响等方面取得的

整体资助成效,并针对其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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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简称“杰青基金”)是国

务院１９９４年批准设立的国家选拔和培养优秀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的专项基金项目.杰青基金成功吸引

和凝聚了一批高水平的青年学者,选拔和培育了众

多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为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

伍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产出了一批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探索出了一条适应我国

国情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途径.全面梳理总结

杰青基金的发展状况、资助成效,分析资助管理中的

经验与不足,探索杰青基金未来发展策略,对进一步

发挥杰青基金效能具有启示意义.

１　发展历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科研队伍状况令人担

忧,科研一线的学科带头人的年龄基本上都在５０岁

以上,人才老化、后继乏人的问题相当严重,基础研

究人才队伍面临“青黄不接”的形势.为促进青年科

技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

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１９９４
年３月,国家决定从财政拨出专款,设立“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国内和将回国定居工作的杰出

王长锐　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计 划
局局长.

于璇　理学博士,助理研究员.２０１７年至

今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委 员 会 计 划 局 人

才处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人才项目

资助政策与管理.

青年学者在国内从事自然科学领域创新性研究,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负责管理.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管理暂行办法»,并正式开

始项目申请受理工作,当年杰青基金总额为３０００万

元,资助５０名左右青年学者[１].
杰青基金采取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议、

异议期公示和评审委员会评定的程序进行,项目遴

选过程始终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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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合理”和“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原则,注重选拔

和资助活跃在基础科学前沿、具有明显创新潜力的

青年学者,同时实行异议期制度,重视良好学风的建

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坚持尊重科学规律,鼓励原

始创新,摒弃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的倾向,支持

和引导青年学者大胆探索,勇于冲击世界科学前沿

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２,３].
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接见杰青基金项目获资助

者,并针对高层次人才培养进行调研座谈.１９９５年４
月,李鹏同志接见了首批杰青基金项目获资助者;

１９９９年６月,朱镕基同志在杰青基金实施５周年座

谈会上对杰青基金在吸引人才、稳定人才和培养人

才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２００４年１０
月,陈至立同志出席杰青基金实施１０周年交流座谈

会并致辞;李克强同志２０１４年８月在杰青基金实施

２０周年座谈会上对杰青基金在发现人才、激励创新

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予以充分肯定,２０１９年９月在

杰青基金实施２５周年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杰青基

金在培养青年人才、推动科技创新上不可替代的作

用.正是因为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杰青基金的

经费从设立之初的３０００万元逐步增加到２０１８年的

８亿元,项目资助强度从设立之初的约６０万元增加

到约４００万元(图１).

２　资助概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杰青基金已累计资助３９８８名

各学科领域学术带头人.资助规模从设立之初的每

年５０人增加到每年２００人.随着优秀青年人才数

量的逐渐增加,项目申请竞争日趋激烈,资助率从设

立之初的高于２０％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６．６９％(图２).

２０１９年,在李克强总理的亲自关心和支持下,杰青

基金的资助规模提高至每年３００项,资助率下降的

问题得到缓解.
杰青基金资助范围涵盖数理、化学、生命、地球、

工程与材料、信息、管理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的所有学

科领域.其中工程与材料科学部获资助人数最多,
达到７０９人,占比１７．７８％,管理科学部获资助人数

最少,为１２５人,占比３．１３％(图３).
从依托单位来看,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分布在３４５

个依托单位.获资助人数超过２００人的依托单位有２
个,分别是北京大学(２５１人)和清华大学(２３３人);超
过１００人的依托单位有５个,分别是浙江大学(１３０
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１２０人)、复旦大学(１１１人)、
南京大学(１０８人)、上海交通大学(１０１人).从杰青

基金获资助者依托单位隶属部门分布来看,隶属教

育部的人数为２０６５人,占总数的５１．７８％;隶属中

国科学院的人数为１２５１人,占总数的３１．３７％;隶
属其他部委和地方分别占９．７３％、７．１２％(图４).

从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依托单位

所在省区市来看,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主要分布在北

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２８个省区市,其中北京

市获资助人数最多,达到１５１１人.新疆、广西、内蒙

古、海南等省区近年来也都有依托单位的申请人获

得了资助,实现了“零的突破”(图５).

图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财政预算(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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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各年度资助项数及资助率

图３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各科学部资助项目情况

注:医学科学部自２００９年从生命科学部分离正式设立,图中数据

由项目批准号统计得出,生命科学部和医学科学部的统计数据根据申

请代码进行了调整.

　　　

图４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依托单位隶属部门分布情况

　
　
　

图５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对各省区市的项目资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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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资助成效分析

杰青基金始终坚持科学的选拔标准和严格的评

审程序,通过竞争择优支持,倡导自主选题,大力营

造让科学家心无旁骛、潜心科研的学术氛围,及时

支持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科技

战略人才[２,３].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在开拓科学前沿、
抢占学术高地、孕育高新技术、面向国家需求、服务

社会经济、提升国际影响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４].
总结起来,杰青基金的资助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３．１　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科技

人才

　　二十多年来,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大多成为各自

专业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中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

才进一步成长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领军人

物.１９９５—２０１７年间共增选１２批中国科学院院士

合计６２７人(不包括外籍院士,下同),其中２２８人曾

获得过杰青基金资助,占总数的３６．７％;现年６０岁

及以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８６．４８％ 曾获杰青基

金资助,现年５０岁及以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全部为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表１);现年６０岁及以下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３８．６％曾获杰青基金资助.每届增

选的两院院士中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占比呈现出逐年

增高的趋势,并且这些院士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来自

于杰青基金资助期间或是杰青基金研究工作的深

化[２,３].此外,杰青基金还培养了一批在科学界担任

重要领导职位、引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科

学家.
在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近５年(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发布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杰青基

金获资助者人数占中国大陆地区入选总数的３６．５％,

表１　不同年龄段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人数及比例

年龄段

(岁)
中国科学院

院士人数

非杰青基

金获资助

者人数

杰青基金

获资助者

人数

杰青基金

获资助者

比例(％)

４１~５０ ９ ０ ９ １００．００

５１~６０ １７５ ２５ １５０ ８５．７１

６１~７０ １１６ ４８ ６８ ５８．６２

７１~ ２７０ ２７０ ０ 　　０
合计 ５７０ ３４３ ２２７ ３９．８２

　　注:统计数据截止２０１８年末,不包含已故的５７名中国

科学院院士(含杰青基金获资助者１人)

达到１９３人,且入选人数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当

选外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青年学者,多数为杰青基金

获资助者,近十年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当选为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士的中国大陆地区科学家中,杰青基

金获资助者占比保持在７０％左右;截至２０１９年,中
国大陆地区７０岁及以下科学家当选美国国家科学

院/工程院外籍院士的共１５ 人,包括陈竺、白春礼、
杨卫、曲久辉、周忠和、施一公等著名科学家,全部为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由此可见,杰青基金选拔和培

养的人才已成为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
并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广泛认可,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撑.

３．２　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和技术创新突破

二十几年来,杰青基金获资助者通过凝练科学

目标、把握科学前沿,促进了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

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成为推动科学前沿探索和科

技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国家自然

科学一等奖和二等奖合计６３６项,杰青基金获资助

者参与完成其中的５１１项,占获奖总数的８０．４％,
其中作为第一完成人的有３８８项,占颁奖总数的

６１．０％;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７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中,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奖４项,
其余３项也都有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作为核心成员参

与完成;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共

授奖１３项,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奖

８项,占总数的６１．５％;近十年来(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牵头完成的１０５项科研成果入选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占公开牵头人信息进展总数的７６．６％,甚至部分年

份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全部是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牵头完成的科研成果(表２).此外,还有一些杰青

基金获资助者因其取得的重大科研成就获得各自学

科领域内的重要国际最高学术奖项或国际年度重大

科学进展,如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教授因领导团队

利用“墨子号”实现了世界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
而被 Nature杂志评选为“２０１７年度改变世界的十

大科学人物”.
针对国际科技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开展实质

性的国际(地区)合作研究,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平方

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和国际人

类蛋白质组计划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

中方参与人均以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为主体[４].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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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杰青基金获资助者牵头科研成果入选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情况

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进展

数量

杰青基金获

资助者牵头

进展数量

含牵头人

公开信息的

进展数量

杰青基金获

资助者牵头

进展数量

２０１８ １０ ８ ６ ６

２０１７ １０ ６ ４ ２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０ ３ ３

２０１５ １０ ９ ６ ５
２０１４ １０ ７ ５ ４

２０１３ １０ ８ ３ ２

２０１２ １０ ８ １ １

２０１１ １０ ７ ４ ２

２０１０ １０ ５ ２ １
２００９ １０ ９ ３ ２
合计 １００ ７７ ３７ ２８

　　∗ 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仅统计公开牵头人信息的

进展数量

基金获资助者也聚焦全球性重大挑战,攻坚克难,形
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如军

事科学院陈薇研究员成功研发全球首个新基因型重

组埃博拉疫苗,并带领团队奔赴疫情最严重的西非

国家开展临床试验,实现中国疫苗境外临床研究

“零”的突破,为世界范围内控制埃博拉疫情提供中

国方案.以上表明,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作为学术带

头人及科技领军人才的作用日益凸显,通过理论和

方法创新有力推动了中国前瞻性基础科学和技术创

新的发展,极大提高了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基础研

究国际影响力.

４　几点思考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

育兴起,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我国应

对国际政治经济复杂局势、加快国内经济由高速增

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紧迫需

求.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杰青基金资助管理工作不

断得到改进和完善,在发现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促进

科技创新进步、提升中国基础研究国际影响等方面

取得了明显的绩效,充分彰显了杰青基金作为旗舰

性人才项目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杰青基金在培养基础研究高层次人才方面发挥的作

用还不充分,在完善科技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和科学

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的引领作用还不够.
尽管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但

实践表明,杰青基金是国家凝聚海内外青年才俊,激
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的重要举措,是促

进我国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培养造就进

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行之有效的途径

之一.作为一项历经二十多年的人才项目,杰青基

金已在科技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杰青基金的定位

仍符合目前乃至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队

伍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的工作,完善资助管理工作,把杰青基金实施好,充
分发挥其在我国基础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的

作用.

４．１　适时调整资助规模

随着我国从事科学研究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
本土优秀人才快速成长,海外优秀人才大量回国,科
研队伍年轻化趋势凸显,我国高水平青年学者累积

总量快速上升,人才项目的申请量也随之不断增加.
以２０１９年为例,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年申请量已突破

１０万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突破５０００
项,杰青基金项目年申请量则突破３０００项,并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但由于资助规模保持相对稳定,资助

率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图２).从杰青基金获资

助者的平均年龄来看,１９９４—２００５年平均年龄均在

４１岁以下,且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延长;２００６—

２０１９年平均年龄基本在４２岁上下浮动(图６).杰

青基金获资助者的平均年龄在近１５年来始终保持

在４２岁年龄上限附近,与杰青基金项目资助率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跌破１０％,并且随后逐渐走低有关.这

表明杰青基金的竞争日趋激烈,现有的资助规模和

很多优秀青年人才未能得到及时资助的矛盾日益突

出,过于激烈的竞争也增加了非学术因素干扰评审、
影响结果的可能性.

２０１９年,杰青基金资助规模增加１００项,资助

率有所回升,但仍低于 １０％,更远低于设立初期

２０％左右的平均资助率,获资助者平均年龄并未下

降,激烈竞争的态势尚未得到根本缓解,人才资助缺

口依然存在.青年科技人才处在科研活动的活跃

期,同时也面临较大压力,应通过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和经费支持,使青年人才安心科研和快速成长[５].
未来,应加强跟踪调研,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

念,从人才全链条培养的角度系统分析研判合理的资

助结构,打通基础研究人才发展和上升的通道,在保

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前提下,在未来若干年适度有序

地增加人才项目的资助规模,更好地满足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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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１９９４—２０１９年历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平均年龄变化

培养需求,以充分发挥各类优秀人才的创新潜力.

４．２　优化资助人选结构

图７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

依托单位所属区域分布情况

杰青基金在推动人才成长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但人才的地域、性别、年龄分布呈现出不均衡的

格局.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依托单位为东部(不包含

东北)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７４％,中部、西部、
东北占比合计仅为２６％(图７);而同期青年科学基

金和面上项目中依托单位位于中部、西部、东北的合

计占比分别为４０％和３６％.截至２０２０年底,西藏、
青海、宁夏三省区尚无科研人员获得杰青基金项目

资助.另一方面,针对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更换单位

情况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杰青基金获资助者整体

上呈现出有序合理流动的态势,但广东、上海、浙江

和天津等东部省份是净流入地区,而陕西、甘肃、

四川和云南等西部省区以及东北三省均呈现出人才

净流出的现象[６].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共资助女性科学家

３６６人,仅占资助总人数的约９％,而同期青年科学

基金和面上项目负责人女性占比分别为 ３８％ 和

２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的资助规模稳定在

每年２００项,通过分析该区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的

各年龄段人数,我们发现随着年龄增大与获资助人

数呈现出近乎“指数”分布的特征,这与理想的“钟
型”年龄分布结构有着显著的不同,越临近申报年龄

门槛,获资助人数越多,女性所占比例也就越高

(图８).其中,４０岁以下获资助者人数占同期总人

数的比例,男性为２１．６％,女性为１１．４％;４４岁和４５
岁获资 助 者 人 数 占 同 期 总 人 数 的 比 例,男 性 为

３５．３％,女性４９．８％.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人为

设置年龄对杰青基金申请者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

的评价上的系统偏差[７];另一方面也表明４０岁以下

更年轻优秀人才的获资助机会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挤

压,且女性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难度更大.

针对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在地域、性别和年龄上

发展不均衡这一现象,自然科学基金委应进一步优

化人选结构,除了杰青基金项目评审期间在同等条

件下尽量给予来自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依托单位

科研人员以及女性优秀科研人员更多的答辩机会

外,还应探索大力支持女性科研人员、基础研究薄弱

地区人才和４０岁以下青年人才的更多举措:一是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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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年龄分布及女性占比情况

加青年科学基金投入,通过测算做好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与杰青基金之间的规模衔接,给予青年人才更

多的支持选择;二是强化对基础研究高端人才的稳

定支持,让超过４５岁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基础研究人

才也能获得稳定支持;三是可考虑适度放宽年龄或

设定最低比例等方式探索加强对女性科研人员和基

础研究薄弱地区人才的支持[７,８].

从学科布局角度看,作为潜在的学术领军人

物,杰青基金获资助者对本领域的科学发展有较大

的推动和影响力,如果在某个领域过于集中,或者

在某个领域长期缺少,对学科的均衡发展都是不利

的,因此,杰青基金在资助评审中应统筹处理好择

优支持与学科布局的关系[９].研究表明,杰青基金

在 H２１(特种医学)和 H２４(地方病学/职业病学)

等５个学科领域还没有获资助人选[１０].未来,杰

青基金在加强基础学科、强化优势学科优秀人才培

养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加大对人才基础薄弱学科、

研究周期长、见效慢、实验条件差的特殊学科、弱
势学科和冷门学科的支持,以人为本,通过“杰青

基金”的引领作用,推动基础研究各学科领域均

衡、可持续发展.

４．３　加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学

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

从国际上看,近２５年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家奖中,

接近一半(４９．１％)的学者是从事前沿交叉科学研

究;从国内看,我国从事交叉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群体

也已具备一定规模,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请

中,申请人选择“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类项目占比达

到１０．５％.但是,由于从事交叉科学研究的人才成

长周期长、成果不易得到学术界认可,交叉学科领域

的项目申请难以在常规渠道获得批准.现有的科研

评价文化、评价机制、评审专家组成等均不利于交叉

人才的培养.改革创新现有的学科资助格局,加强

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和寻求新的科研范式已经成为支

撑实现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迫切需要.
为推动营造交叉科学文化,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

基金委时隔１１年再次成立新的科学部———交叉科

学部,教育部也正在推动新增“交叉学科”作为第１４
个学科门类.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和成立交叉科学部

是对知识生产方式和未来人才培养模式上的一种政

策引领,目的都是为了打破现有的学科壁垒,引导和

鼓励科研人员关注交叉科学问题,促进多学科交叉

和多领域协同研究,推动新兴交叉领域取得重大原

创突破,更好地支撑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在此背景

下,杰青基金应充分发挥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
作用,通过新设立的交叉科学部与时俱进地探索加

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工作.

４．４　加强与其它科技人才计划(项目)的统筹衔接

包括杰青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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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国家

级科技人才计划(项目)的实施在高层次青年人才培

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目前各类人才计划百

花齐放的现状下,如何保持各计划间的相互协调,确
保科技资源分配的科学合理,成为科技界普遍关心

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历年杰青基金获资助者中

同时获得上述三类人才计划(项目)中的两项及以上

人才计划支持的约占４５％,其中还有约８％的杰青

基金获资助者同时获得三项人才计划(项目)支持.
虽然从设立杰青基金的目的来看,对杰出的青年学

者给予特殊政策和强化支持是必要的,但其存在的

“马太效应”也应适度控制,重视处理好优势累积与

创新的关系[１１].

２０２０年度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中做出了加强杰

青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与其他科技人才计划统

筹衔接的规定.下一步,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

协调,构建高层次人才信息库,把统筹衔接各项要求

落实到位,切实避免重复资助和“人才叠冠”现象发

生.从长远来看,还应加强跟踪调研和形势研判,在
新一轮的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优化资源配置,加
强人才计划(项目)的优化整合,基于科学研究规

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完善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贯
通人才培养渠道,优化项目设置,合理确定规模,
对基础研究各发展阶段的人才均给予及时有力的

支持.

４．５　营造良好的人才资助培养环境

基础研究对科学前沿的探索有各种可能性,
杰青基金实施二十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在于尊重

科学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人为本,通过

选对人,给足经费稳定支持,营造更加宽松、心无

旁骛的科研环境,既促进创新又宽容失败,激励

广大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勇攀科学高峰.但与世

界科技强国相比,评价机制、价值理念和科学文

化方面的差距已成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首要

制约因素[１２].李克强总理在杰青基金２５周年工

作座谈会上要求杰青基金发挥“改革试验田”的

作用.未来,杰青基金的资助管理工作还要进一

步发挥其在科技体制改革和营造良好人才资助

培养环境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４．５．１　深化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杰青基金应进一步完善代表作评价制度,在遴

选项目时进一步关注具体科学问题的解决,把项目

部署在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更加关注

需要项目负责人本人长期积累或要坐“冷板凳”的
代表性原创科研成果.未来,杰青基金的资助工作

还要深入推进基于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评审,着力

构建“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机制,树立

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目标的评价导向,
确保评价标准坚持科学本质、评价过程坚持科学规

范、评价结果坚持科学属性,支持年轻人脱颖而

出,避免论资排辈.

４．５．２　助推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目前,杰青基金已在２０１９年批准项目中试点

经费使用“包干制”,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取消

预算编制,项目经费不再分为直接经费和间接经

费,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未来,
杰青基金应及时总结“包干制”试点经验,充分论

证,逐步推广,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同时,可在项

目申请与评审、过程管理、经费管理等环节进一步完

善改革配套措施,进一步为科研人员放权松绑,充
分调动其积极性,努力为科学家营造更加宽松、心
无旁骛的科研环境.

４．５．３　强化项目管理,避免异化使用

杰青基金项目是有一定资助期限的研究项目,
不是荣誉称号.杰青基金资助管理工作应进一步

强调项目属性,切实提升项目管理能力,避免项目

被异化使用,确保杰青基金不偏离激励人才潜心研

究的初衷.同时,应加强对申请人、评审专家、依
托单位的正确引导和宣传培训,弘扬科学家精神,
避免将项目与物质待遇简单直接挂钩,积极营造健

康有序的科学文化,为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创造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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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isaspecialsciencefundestablished
byChinatopromotethegrowthofyoungscientificandtechnicaltalents,encourageoverseasscholarsto
returntoworkinChina,andacceleratethecultivationofagroupofoutstandingacademicleaderswhoenter
theforefrontofscienceandtechnologyintheworld．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developmenthistoryof
theNationalScienceFundforDistinguishedYoungScholars,basedontheanalysisoffundedprojectsfrom
１９９４to２０１８,itsystematicallysummarizestheoverallfundingeffectachievedindiscoveringandcultivating
highＧleveltalents,promoting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progress,andenhancingtheinternational
influenceofChinasbasicresearch,andputforwardrelevantpolicyrecommendationsfortheproblemsand
challengesfacedinits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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