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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面无纸化申报是科学基金深化改革任务之一,是本年度自然

科学基金委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一项重要应急措施.本文在详细调研基金项目无纸化申报工

作现状的基础上,从系统硬件环境保障、申请书申报功能升级和依托单位报送流程重构等方面重点

阐述２０２０年度全面无纸化申报的实施效果,深入分析本年度无纸化申报试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并提出在后续工作中应改进合作单位及参与人的管理思路、妥善运用电子签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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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科研人员申请科

学基金的积极性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基础科

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伴随着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量逐

年增加,传统使用纸质资料的申报方式既为资料报

送造成麻烦,也给资料的后续管理带来不便.因此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

金委”)深化改革的任务中,推广科学基金项目无纸

化申报管理也被列入其中.

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进入了关键时

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然科学基金

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重要指示精神,为支持广大科研人员更好地投入疫

情防控工作,及时对２０２０年集中接收项目申请与结

题的时间做出调整,并推动试行全部项目申请和结

题材料在提交阶段的无纸化[１].
本文在回顾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无纸化申

报的工作基础上,重点讨论２０２０年全面无纸化申报

的实施效果.从硬件系统的保障、申请书申报和依

托单位报送流程重构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此同时,
深入分析了今年试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

阐述了对无纸化申报的后续工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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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金项目申请无纸化的进程概述

随着国家科技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在基础研

究的资助力度和规模不断扩大的环境下,自然科学

基金委受理的项目数量逐年攀高,连续３年集中申

报项目量超过２０万份,２０２０年更是达到２６．７万的

历史峰值.项目申请量的不断增长,在基金管理过

程(尤其是基金申请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纸质文件,
每年基金项目的资助率在２０％左右,因此有８０％的

申请过程文件需要销毁,既消耗大量的资源,亦为基

金管理工作带来压力与风险[２].在管理成本方面,
以２０１９年为例,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人员编制没有增

加的情况下２０天内集中受理超过２４万份申请,材
料接收压力不断增大,同时部分依托单位在集中受

理期需使用公章３０００次以上;在风险成本方面,纸
质材料订装邮寄,容易出现中间页或关键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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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丢失,造成申请书不完整,项目无法受理等风险;
在时间成本方面,申请阶段的盖章、材料邮寄及自然

科学基金委接收与审核需要耗费近３０天左右的

时间.
有鉴于此,在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项

目无纸化申报试点工作.无纸化申报试点之初,选
择了没有参与人与合作单位信息的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以及合作单位为注册依托单位的重点项目,
仅这两类项目当年就节省纸质文件 ４０．４ 万页.

２０１９年,拓展了申请无纸化的类型,调整了青年基

金项目申请内容,将此类增加到试点工作中.据统

计２０１９年无纸化申请项目占到当年集中接收申请

总量的４５．６％,共计节省纸质文件３５９．６万页.在

两年的试点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大无纸化申报的

范围,在２０１９年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门设立了专项课

题研究面上项目无纸化的实施方案,计划２０２０年面

上项目与地区基金项目将试行无纸化申报.但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临

时决定在２０２０年全面推行申报无纸化,所有项目类

型都参与无纸化申报,通过试行,２０２０ 年共节省

１１１８．５万页申请资料的报送.
从长远来看,自然科学基金委推行无纸化项目

申报,有助于提升政务服务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为
高校院所和申请人提供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简化

申报程序、优化科研环境,降低管理成本、节约社会

资源,且电子传输易于信息共享,提高办公及经济效

益[３].２０２０年全面无纸化申报的实施效果很好,下
文将着重总结.

２　２０２０年全面无纸化申报的实施效果

依照惯例,自然科学基金委在２０２０年初的项目

指南中明确面上项目与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试行申请

阶段无纸化.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打乱了日常生活

节奏,也给按部就班的集中受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

压力.为了应对疫情,我委决定将集中接收的截止

日期推迟一个月,同时全面启动基金项目申请无纸

化申报.信息中心与相关部门紧密配合,从系统硬

件保障、申请书填报功能升级以及重构申请报送流

程三个方面做出应对方案.

２．１　系统硬件环境的保障

逐年增长的基金项目申请量,给信息系统造成

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应对项目申请全面无纸化,
信息中心对我委业务系统的网络架构与重点功能进

行了升级优化.特别是针对以往出现过的风险点

如:用户登录过于集中、用户提交申请项目延迟、用
户请求生成申请书PDF文件出现等待等情况,进行

了故障分析与改进.其中,针对近两年集中接收期

出现生成申请书 PDF延迟等待的现象进行了重点

排查,确定了规范前端用户操作行为与升级后端申

请书PDF生成策略的应对方案,同时增加生成申请

书PDF的机器资源调配.从２０２０年实际运行效果

来看,整体集中接收过程平稳顺畅,没有出现 PDF
大量等待的情况.

通过对近三年的 PDF生成情况进行比较,如
图１所示,２０１８与２０１９年的当日生成量最高值都是

近４０万份,比２０２０年的当日量最高值２７万份多.
进一步分析,前两年由于系统的处理能力问题均出

现了PDF请求大量积压,连锁影响到系统服务出现

中断情况,由于系统处理能力已到峰值,用户在得不

到反馈的情况下,会不断向服务器发出重新生成

PDF的请求,在系统处理能力恢复后处理了大量重

复生成请求,从而造成了当日系统PDF的处理量虚

高的情况.而２０２０年在对整体业务系统网络环境

以及系统功能进行协同调整后,不仅对用户端重复

请求的行为进行了限制,同时提升了系统单点处理

能力,系统当日处理高峰值没有超过３０万份,处理

量２０万份以上的天数超过了２０１８与２０１９年.在

集中申报量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２万份的压力下,信息系

统运行平稳未出现积压等待情况,因此硬件环境的

方面有力支持了项目无纸化申报的实施.

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信息系统生成PDF数据

２．２　申请书填报功能升级

信息系统的功能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才能适应

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管理政策的调整,为配合自然

科学基金委申报无纸化与初审工作简化工作,信息

中心组织人力专门针对申请书填报工作做了一系列

的调整.２０２０年重点从信息采集的规范性与用户

使用的便利性出发,结合相应管理规定的要求,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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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信息、资格判定、功能扩充三种维度进行调整.规

范信息方面的调整有:申请书附注说明的填报方式,
从任意输入改为根据指南要求按类型及申请代码进

行选择,避免录入错误的情况;联合基金项目、专项

项目等类型的申请代码１与申请代码２选择按指南

要求进行配置,减少一级代码选择错误无法受理的

情形;申请人代表性成果的分类按要求明确限制,减
少信息的重复性等.资格判定方面的调整有:增加

对人员类型与可申请项目的判定,如在读学生仅允

许申请面上项目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增加了一些

纸质申请书需要报送附件的检测,如中级及以下职

称需要有两位导师推荐信的附件,如果没有上传相

应类型的附件系统在填写检查时提醒;增加了负责

人资格分类,根据不同的人员类型限定可以申报的

项目类型以及需要提供的相应证明文件等.功能完

善方面的调整有:PDF 请求生成的时间有明确提

示,防止重复点击减轻系统处理压力;上传正文等文

件时,增加对文件名与上传项是否匹配的检测,减少

上传内容的情形;增加二级单位联络人可在线查看

本院系在填项目申请情况,协助依托单位管理等.
通过一系列信息化的手段,推进了项目申请无

纸化的报送工作顺利开展,也使得２０２０年初审工作

简化.２０２０年集中接收项目２６．７万项,最终不予

受理项目仅２１３７项,仅占集中接收量的０．８％,比

２０１９年１．５９％不予受理率大幅度减少.进一步分

析不予受理原因,发现主要集中在指南理解不透彻,
形式上的原因已经很少,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部分不予受理原因中,有８种不予受理原因(表１
中序号为３、５、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２０２０年已经因无纸

化试行以及系统功能升级取消了;“４、申请代码或研

究领域选择错误”“６、申请书缺页或缺项”两种原因

减少６０％以上,其他的原因减少率也在３０％以上.
通过无纸化申请后系统功能的进一步调整,使得项

目初审的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注意到有些形式审查不予通过的原因是通过无

纸化申报可以改进的,与此同时有些不予受理的项

目是难以通过改进系统的设计来改进的,比如“申
请代码与研究领域选择错误”“未提交各种证明材

料”“申请书缺页或缺项”;“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

写的信息不一致”是由于上传的简历与系统原有信

息不一致,这可以通过下一步信息系统的改进逐步

解决.

２．３　重构依托单位报送流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推迟２０２０年

度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等相关事宜的通知»中要

求[４]:依托单位完成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的逐项确

表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部分不予受理原因对比表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
２０１９年不

予受理数
２０２０年不

予受理数
降低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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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６ ４１９ ３１．９８％

２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填写的信息不一致 ２５７ １０４ ５９．５３％

３ 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未签名或签名与基本信息表中人员姓名不一致 １６０ ０ —

４ 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错误 ７６５ ２８５ ６２．７５％

５ 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 １２６ ０ —

６ 申请书缺页或缺项 ４７１ １２８ ７２．８２％

７ 申请书电子版与纸质版内容不一致 ４９ ０ —

８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无英文申请书或合作协议等附件材料不符

合要求
２６ ０ —

９ 依托单位或合作研究单位未盖公章、非原件或名称与公章不一致 ２９４ ０ —

１０
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依托单位提交

申请,无书面合同或合同不符合要求
２０ ０ —

１１ 将另一依托单位作为本单位的下级单位提交申请 １ ０ —

１２ 合作单位数量或相关信息不符合项目指南要求 ３２ ０ —

　　注:“—”为２０２０年此项不予受理原因已经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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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后,应于申请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前通过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上传

本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的电子扫描件(请在信息系

统中下载模板,打印填写后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
依托单位加盖公章),无需提供纸质材料,并随后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面向因抗击疫情延

误申请的科研人员定向开放项目申请有关事宜的通

知”中明确:定向开放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和

医学科学部所属申请代码下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根据这些最新

的政策调整,信息中心及时对依托单位汇总报送流

程、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申请书材料的方式、疫情延

误申请的科研人员备案申报流程展开应急处理方案

设计.
方案中充分考虑基金项目的管理特点,９０％以

上的项目集中受理,１０％的项目随发指南随时受

理,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以最小化改动以及顺利完

成项目申请受理为原则,最终形成了依托单位在线

制作上报项目清单、上传签字盖章承诺书、设置备

案人员信息、上传盖章备案表、自然科学基金委接

收依托单位承诺书与清单的整体报送流程.在依

托单位端,从用户往年习惯以及操作简单高效方面

考虑,制作了三步操作流程示意图,同时在系统控

制方面,考虑到特殊情况配置更加灵活;在自然科

学基金委接收端,将逐份接收的方式调整成按依托

单位整体接收,将核对申请书基本信息与盖章调整

成核对承诺书中的项数是否与清单一致,以及核对

法人签字与盖章.以往年度集中接收工作组平均

一年需要聘用５０位学生工作１周左右的时间才能

完成的集中受理接收工作.以２０１９年为例,自然

科学基金委现场集中接收阶段,共组织１２组４８名

(每组４名)学生,两人核对接收两人运送材料,工
作６天,完成２４万份申请项目的接收工作.今年

在学生无法现场帮忙的情况下,３名工作人员基本

在１天内完成了２６．３万份申请书的接收,接收过

程简单高效(近３年对比见图２).由于今年无纸

化试点工作启动紧急,目前只对从依托单位到集中

接收工作组的流程改造完成,对项目接收以后的处

理流程尚未调整,如果明年继续试行,集中接收的

委内处理流程也将做重构处理,这样申请接收的工

作效率将还会有一个提升.

３　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无纸化申报试行没有影响到集中

接收过程.进一步分析信息系统记录数据,今年集

中接收峰值比前两年有所降低,最高一天处理４．８
万份(２０１９年为５．６万份,２０１８年为５．４万份),提
交申请书的高峰推迟了３天,说明无纸化申报给申

请人与依托单位提供了更多修改的时间,也没有出

现处理延迟、高峰拥堵的现象.但是,试行过程中

发现在用户行为习惯改变、政策理解是否及时到

位、对无纸化申报的期望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需要调整相应管理制度,有些需要技术上进行

突破.
对受理过程中咨询的问题整理分析后看出,用

户对无纸化申报的理解不太到位.从项目申请人

看,“签字盖章页是否需要扫描上传”“申请人如何

在线签字”的咨询问题还是占了一定比例,说明对

政策理解有一定偏差.从依托单位看,“承诺书模

板在哪里下”“能不能晚几天提交承诺书”“清单与承

图２　近３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集中接收峰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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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书可不可以晚于１６:００”“一个单位可以传多份

清单与承诺书吗?”,这些问题比较集中.上述问

题基本都反应出依托单位用户对在线收集清单与

承诺书方式的不适应.其实两种申报方式的要求

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上从邮寄改成了网络上传.因

此,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应政策的调整,需要通过不

断的培训来强化.
另外,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期望与依赖越来越

大,信息系统的能力提升空间越来越有限,用户体

验感受会有些落差.事实上,很多功能看起来很容

易,但在计算机系统里面很难实现.例如:代表性

成果的信息采集比较繁琐,调整起来比较麻烦,也
未提供导入的功能;有些用户希望系统能够自动提

供代表性论文内容的真伪验证功能;目前科学基金

项目的名称与摘要中不能输入特殊符号与上下角

标,用户感觉不方便;希望系统把自然科学基金委

初审的检查项都在系统中自动完成,以避免不予受

理等.有些问题是受制于目前系统的底层设计,暂
无法做大的调整;有些是管理中的问题,无法具体

体现于信息系统中;还有些是个人诚信方面的约束

不够.

２０２０年试行的项目无纸化申报与真正无纸化

存在差距.重新审视整个无纸化申报的流程,申请

人在申报阶段材料上报基本实现无纸化,但是个人

签名缺失,不够完整,仅是申请阶段无纸上报,后
续的资助计划书等阶段依然需要纸质报送.依托

单位仍需上传项目清单与承诺函,这些可以视作是

无纸化申报的一个中间阶段,真正无纸化还需要对

项目管理每个环节进行统一规划,管理进一步升

级,引入电子签章解决法律风险,目前还有一定的

差距.
在无纸化实施过程中目前研究问题主要集中

在参与人的管理、合作单位的管理以及电子签章

的问题上[５].有一种思路,自然科学基金委可以

考虑将部分管理权限下放到依托单位.由依托

单位行使管理职责,比如参与人的信息管理,参

与人的签字确认,合作单位的管理等,以此减少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繁琐细节工作,而自然科学基

金委可以在电子签章的应用、电子文件的安全、个
人信息的安全等方面重点考虑.具体是否可行,还
需要下一步进行深入研究,需要与管理、政策做协

同调整.

４　后续思考

综上所述,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三年无纸化申报工

作的调研与分析中看出,要实现真正的申报过程无

纸化,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１)合作单位与参与人的管理思路改进.根据

２０１９年项目初审结果,发现有一部分项目合作单位

存在盖章错误,甚至没有盖章而导致项目的初审没

有通过,而且这些单位很多又不是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依托单位,存在管理复杂,管理混乱等问题.将合

作单位的管理权限下放到依托单位,取消合作单位

盖章的可行性等方面有待研究,参与人确认参加申

请一直是个问题,考虑到有些参与人由于各种原因

无法做到１００％确认,因此目前自然科学基金委没

有强制执行确认,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管理思路

来有效解决确认问题.
(２)电子签章的运用.进一步提升无纸化流

程,将无纸化的过程延伸到项目管理流程的各个节

点.电子签章可能是解决自然科学基金委无纸化申

报目前存在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但由于电子签章

在国内并不流行,而且使用习惯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可能会导致新的问题.

(３)数据存储及灾备技术的运用.随着科学基

金项目全面无纸化申报的实施,数据存储的压力以

及数据丢失的可能性也与日俱增.只有引入切实有

效的数据存储及灾备技术(例如高速数据流存储技

术、云灾备技术等),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数据的高

效存储并减轻系统发生故障后带来的损失.
概言之,要按照依法依规、改革创新、协同共治

的基本原则,要创新管理理念,建立健全贯穿项目申

报管理的信用体系,衔接项目人申报、依托单位审

核、自然科学基金委受理过程机制,不断提升项目管

理与创新水平,推动无纸化项目申报的健康有序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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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paperlessapplicationof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projectsisa

taskofdeepeningreformationofNSFC,aswellasanimportantemergencyresponsetotheCOVIDＧ１９

adoptedbyNSFCinthisyear．Inthispaper,basedonsufficientinvestigationonthepaperlessapplicationof

NSFC,wediscusstheimplementationeffectsofthefullpaperlessapplicationin２０２０fromtheaspectsof

thetechnicalguaranteeofhardwaresystems,functionalityupgradesofproposalapplication,aswellasthe

restructuringofthesubmissionprocess．Furthermore,weanalyzetheexisting mainproblemsinthe

paperlessapplicationofNSFC projectsin２０２０．Finally,weproposetoimprovethe managementof

collaborationsandmakebetteruseofelectronicsealsforfutureresearchonthepaperlessapplicationof

NSFC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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