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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和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到基础研

究中,推动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其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结

题的联合基金项目为基础,采用统计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全面分析联合基金的成果产出情况

和资助成效,发现成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推动我国联合基金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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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决定

性力量.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推动我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

新驱动.«“十三五”国家基础研究专项规划»指出,
一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这个

国家原始创新的动力和活力.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

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因此,要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大力推

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
推动基础研究繁荣发展,需要建立基础研究多

元化资助体系,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全面加强

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很大

程度上来源于各个地区、行业领域发展的实际问

题[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

基金”)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与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或企业共同

出资设立,在商定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同支撑基

础研究[２].联合基金旨在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

体规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结
合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行业地区发展需要,引导和

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共同促进区域创

新体系建设,带动产业技术核心创新能力提升,促进

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的深度融合,服务创

新驱动发展,推动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提升[３].

吴卫红　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教授,主要从

事创新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等方面的研

究.作为课题负责人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项目等多项

省部级以上项目,发表学术论文８０余篇.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８日,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钢铁联合基金是第一

个以满足不同主体基础研究个性化需求为目标的联

合基金,开启了我国科学基金系统设立联合基金的

大幕[４].此后,联合基金得到迅速发展.自然科学

基金委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与地方政府、行业部

门及企业开展联合资助,共同出资设立联合基金.
先后与广东等地方政府、中国科学院等行业部门以

及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国有大型企业设立

了４０多个联合基金.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论述精神,推动科学基金更好地适应基础研究发展

需要,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１８年启动新时期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在加强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方面,提出强

化协同创新、拓展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渠道的改革目

标,按照“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

享,促进多方合作”的原则,自然科学基金委与有关

地方政府统筹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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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联合基金”;与有关企业统筹设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同时围绕行业领域中

的关键科学问题与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继续开展联合

资助工作.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已有四川、湖南、北京、
广西等２０个省区市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
国石化、中国电科等５家大型企业加入企业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与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５个行业部门

设立联合基金.
自联合基金设立以来,其资助项目聚焦相关领

域、区域和行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论文、专利

和数据库等一系列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产出,推动了

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为了更加全面地

了解联合基金这一多元资助体系的项目成果产出情

况和资助成效,本文以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情况① 为基础,采用统计分

析和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联合基金在提升我

国自主创新能力、培养人才、助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

现资源共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针对联合基金

项目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议,以期为联合基金

的良性发展提供现实支撑与决策依据.

１　联合基金项目总体成果绩效分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间联合基金项目总计结题４７０３
项,结题项目数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２０１４年及

以前每年结题数量在３００项以下,２０１５年起每年结

题数量上升到４５０项以上.各类联合基金结题项目

共获国家级、省部级及其他奖项２２５６项;发表会议

报告１２４３５篇,论文７６３０７篇,其中SCI、EI等检索

系统共收录７０５５３篇;出版专著共计１３５１篇,申请

和授权专利 １７９２５ 项,软件、数据库等其他成果

３６５３项;截至项目结题时共创造经济效益１６１００５
万元,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博士后、博士、硕士等

人才３２６１３名,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项目的结题

数量和成果产出情况具体见图１和图２.
根据对近１８年的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产出

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联合基金项目的成果产出大

致分 为 三 个 阶 段,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 为 起 步 阶 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为波动上升阶段,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为跨

越式增长阶段.详细解读如下所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联合基金处于刚起步阶段,结题

联合基金项目数少,各项成果产出数量较少,从单个

项目完成质量看,论文发表、论文被SCI、EI等检索

系统收录情况和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资助

效果,但专利申请与授权和产生的经济效益方面仍

处于初步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期间,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成果的

数量和完成质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结题数量达

１８６７项,获得奖项、发表论文数、SCI和 EI等检索

系统收录篇数、申请与授权专利数量年均增长率分

别为１６％、１８．１４％、１８．７７％和２７．２６％,平均每个

结题项目人才培养人数和产生经济效益分别为９．６
人和６８．８９万元.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科研及

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到联合基金中,联合基金

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项目产出成果日渐丰富,
资助效果比较显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期间,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进

入跨越式增长阶段,结题项目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

长,每年结题数量由原来的１００多项或者２００多项

猛增到４５０项以上,累计结题２８２６项,超越了过去

１３年的联合基金结题总量.同时,在项目平均获

奖、专利申请与授权、发表论文和论文被检索系统收

　　 ① 本文所有基础数据均由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供.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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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产出总体情况

录数量方面均呈现出了较大提升,分别为０．５６项、

４．４８项、１８．３３篇和１５．２４篇,比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分别

上升５８．１５％、８３．８５％、５４．３９％和１１．０９％,说明联

合基金产出成果量增质优,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推
动了区域、企业和行业的社会经济发展.

２　联合基金项目的实施效果

联合基金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搭建了

桥梁,在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的科学基础和前沿领

域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功能和辐射效应,引起了强烈

的社会反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联合基金项目的

实施效果,既具有一般基金项目的实施效果,也有自

己独特的特点.具体如下:

２．１　探索出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模式,优化基础经

费配置,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为解决中央

财政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的问题,自然科学基金

委积极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探索出了一个

多元化投入机制的新模式.截至２０１８年,联合基金

累计投入资金约１２０亿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委投

入占比约４３％,联合资助方投入占比约５７％.基础

研究的多元投入模式,优化了基础研究的经费配

置,围绕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发展中的核心科学

问题,联合基金项目发表了众多高水平论文,形成

了一批基础和应用领域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

究成果,获得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等科技奖

项,显著提升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具体成果情

况如下:
(１)论文发表情况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期间,联合基金结题的４７０３个

项目发表的论文数量为７６３０７篇,检索系统共计收

录７０５５３ 篇.其中,SCI论文 ４１１４８ 篇、EI论文

２２４９３篇,SCI和 EI检索系统收录总数占比约为

９０．２％.
首先,联合基金项目发表的SCI、EI收录的国际

科技论文总数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如图３).其

中,SCI检索收录的科技论文由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的几

百篇上升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几千篇,平均每个项目发

表的论文收录数由３．７篇增长为１０篇,在检索系统

收录总数占比也从２０１１年的４２．７３％上升到２０１９
年的７４．６３％.相比之下,EI收录论文总数增长幅度

较低,但其项目平均论文收录数量也达到了４．５２篇.
其次,联合基金项目发表的科技论文质量也得

到了认可.例如,NSFC—广东联合基金中由中山

大学的张军教授承担的“数字家庭智能化的基础算

法理论 与 关 键 技 术 的 研 究 (U０８３５００２)”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发 表 的 论 文 “Adaptive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入选ESI全球高被引１％论文;NSAF
联合基金的管鹏飞研究员在“科学计算与物理系统

模拟研究(U１５３０４０１)”项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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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专利授权比率＝专利授权/(专利授权＋专利申请)∗１００％

图３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结题项目SCI、EI检索系统收录情况统计

目的支持下,在非晶合金玻璃转变机制领域的新研究

成果论文发表在了２０１８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of
theUnitedStatesofAmerica,PNAS)上.

(２)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

专利是科技创新的主要产出成果,如果实现转

化,能够帮助企业、相关行业和区域形成核心竞争

力,突破国外技术壁垒、实现技术跨越,是提升我国

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和着力点.截至项目结题为

止,联合基金项目共申请专利１０３６３项,获得授权专

利７５６２项,平均授权比率达到４２．０７％① .其中国

内申请专利、国内授权专利分别有１００１６项、７２７３
项,国外申请专利、国外授权专利分别有３４７项、
２８９项.

在各个联合基金中,NSFC—广东联合基金结题

项目专利产出效益最好,围绕着数字家庭产业、华南

地区特有的热带、海洋农产资源和广东省突出的遗

传病、高发病等问题,累计申请专利２１６７项、授权专

利１３２３项,突破了广东省发展过程中关键技术问

题,提高了广东省的科技创新整体效能.例如,由汤

勇教授带领团队承担的“面向光电领域的微热管制

造基础研究(U０８３４００２)”,针对社会发展中对高性

能微热管的迫切需求展开研究,申请专利５４项,授
权专利２２项,解决了发光芯片３００W/cm２ 高热流密

度的国际难题.罗笑南教授领团队承担的“可视媒

体智能处理理论和传输方法研究(U０７３５００１)”,围
绕可视媒体的计算理论与交互式媒体关键技术、可
视媒体资源分布存储与管理技术等方面展开研究,
研究结果申请专利３９项,授权专利１０项,为基于广

东、面向全国数字家庭与可视媒体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３)获奖情况

科技奖项的授予往往反映了科研项目在研究中

取得了重大突破或重大科技进步,反映了科学界对

项目科研成果的认可及其中的科学价值.２００２—
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结题项目共计获得科技奖项２２６５
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

１６５项,省部级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８７０项以

及其他获奖１２２１项.
在各个联合基金中,高铁联合基金结题项目获

奖表现突出,共计获得国家级奖项２０项、省部级奖

项７８项和５５项其他奖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由浙江大学方攸同教授带领团队承担的“高速列车

永磁牵引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U１４３４２０２)”项
目.该项目解决了热管理、电磁兼容、可靠性设计等

难题,成功研发了能够牵引时速３５０公里商用永磁

高速列车的永磁电机,被认为整体技术居于国际领

先水平.该项目研究成果入选了由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评选的“２０１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获
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１项,中国铁道学会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１项.

２．２　发挥了基金对科学研究的引导功能及辐射效

应,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

　　联合基金以项目研究为纽带,吸引了包括两院

院士、杰出青年人才和长江学者等优秀学者的加入,
发挥了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同时,联合基金在项

目进展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的硕士、博士和中青年学

术带头人,为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的技术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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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储备了坚实力量.其开放合作模式也促进了产学

研协作,加强了不同地区科研人员的互动,带动基础

研究能力的共同提高,发挥了辐射效应.
截至项目结题,联合基金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

成果较为显著,共计培养人才３２６１３人,包括培养中

青年学术带头人８１９０人,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

分别为８７５人、７３９１人和１６１５７人.其中,２００２—

２０１５① 年,联合基金结题项目共计培养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７９７８人,其中小于４０岁的青年学术带头人

占比达８８．７２％.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联合基金结题项

目共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２１２人,其中优秀青年

人才和杰出青年人才占比分别为１７．５％和１５．１％.
此外,有大批优秀学者在获得联合基金项目资

助后逐渐成长为其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的领军人

物和技术骨干,进一步在基础研究和经济发展中发

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NSFC—广东联合基金承

担“高耗能行业换热设备的节能理论与先进制造技

术研究(U０９３４００５)”项目的何雅玲教授于２０１５年

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钢铁联合基金承担“带材板形

智能优化控制新方法的研究(５０２７４００３)”项目的乔

俊飞教授在２００５年项目结题后,于２０１０和２０１５年

两次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于２０１３年被评为为控制科

学与工程学科长江学者.

　　 ① 联合基金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统计口径于２０１６发生变化,由小于４０岁和４０—５０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变更为优青、杰青、创新群体和其
他,因此本研究将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两段时间分别对联合基金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情况进行分析.

② 联合基金成果转化及经济效益口径在２０１６年有所变动,由“可推广数、已推广数和经济效益”更新为“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投资和
经济效益”.

③ 成果推广率＝已推广成果数/(已推广成果数＋可推广成果数)×１００％
④ 单项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万元)/结题数量(项)

２．３　扩大了基础研究的影响力,推动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的瓶颈问题

　　基础研究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源头,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联合基金通过与科研及行业

部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扩大了基础研究的影

响力,实现了一批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

有效转化应用,强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加快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转化应用,是真正发

挥联合基金对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引领作用的关键一

步.２００２—２０１５② 年间,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时,共计

产生可推广成果数１４７１项,已推广成果数为６１３
项,成果推广率③ 为２９．４１％.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间,联
合基金结题项目累计产生经济效益１６１００５万元,其
中企业联合基金产生的经济效益为８８４６５万元,单
项经济效益④ 约为１０４．３２万元;科研及行业部门联

合基金累计产生经济效益４５２７２万元,单项经济效

益约为２０．７７万元;地方政府联合基金产生经济效

益２７２６８万元,单项经济效益约为１６．３万元.
联合基金有效解决了部分企业、行业和区域发

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共性问题,促进了研究成果

转化,推动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例如,民航联合

基金中由姚红宇教授带领团队承担的“机场跑道端

飞机 拦 阻 系 统 的 动 力 学 模 型 与 实 验 验 证 项 目

(U１２３３２０３)”项目,解决了泡沫混凝土拦阻材料的

性能测试、拦阻过程中飞机速度衰减预测、起落架所

受载荷预测和起落架与乘员的安全性评估等关键问

题,其项目研究成果已成功在云南省腾冲机场实现

了首次工程应用,创造了约４００万元的产值,实现了

为地理环境风险等级高的机场保障航空安全的重要

社会价值,在国内民用、军用机场以及国外机场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NSFC—新疆联合基金由贾殿赠

教授带领团队承担的“新疆煤基先进功能炭材料及

其复合材料的制备与性能研究(U１２０３２９２)”项目,
围绕合理利用地区煤炭资源、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

展开研究,建立了数种廉价制备高性能多孔炭材料、
碳纳米管及其复合材料的技术方法等.项目执行期

间,新疆大学与乌鲁木齐石化总厂西峰工贸总公司

通过产学研合作,建成了年产１０吨的纳米炭球中试

生产线,有望实现纳米炭材料在锂离子二次电池负

极材料方面的应用开发.NSFC—广东联合基金由

邓兴旺教授带领团队承担的“全基因组发掘水稻优

质和抗病基因关联 SNP 标记并探索分子设计育种

的快速方案(U１０３１００１)”项目,成功培育了“黄丰占

(粤审稻:２０１２００２)”新型水稻.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区试结果,“黄丰占”平均亩产分别为４２９．６６公斤和

４７０．５６公斤,比对照种“粤香”分别增产１２．８９％和

２．３５％,丰产性突出,被鉴定为国标和省标优质３
级.截至项目结题,共计获得社会经济效益７６．４８８
万元.可以看出,联合基金项目成果是否充分发挥

其社会经济效益离不开成果的推广和转移转化.为

了进一步加快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实际应用,充分

发挥联合基金对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

助推作用,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开展成果推广对接

工作.例如,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广东

省科技厅联合开展以广东联合基金项目为主体的优

秀成果对接活动.此次活动聚焦信息技术、半导体

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健康、先进制造、新能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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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等领域,成功实现６项项目成果的签约转化,
推动联合基金成果落地转化.
２．４　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形成了“联合资

助”带动创新的示范作用

　　联合基金通过引导多元投入,协调多方合作,加
快产学研融合,促进了人才、知识、仪器设备等创新

要素的流动和转化,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
强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衔接.

截至２０１９年,在已经结题的４７０３项联合基金

项目中,由两个以上的依托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合作

的项目有１６７８个,合作度约为３５．６７％.其中,企
业联合基金有２０７个合作项目,合作度为２４．４１％;
科研及行业部门联合基金有合作项目数８６４项,合
作度为３９．６５％;地方政府联合基金有合作项目数

６０７项,合作度为３６．２１％.可以看出,联合基金进

一步加强了其在促进多方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方面

的引导工作.例如,NSFC—广东联合基金在３１８项

结题 项 目 中,合 作 项 目 有 ２３２ 个,合 作 度 高 达

７２．９６％,其中与企业、外省高校和科研院的合作的项

目更是高达１９９个.同时,NSFC—广东联合基金还

积极吸引来自安徽省、陕西省、江苏省等其他省份的

优秀研究团队的加入,在３１８项结题项目中,有８５项

依托单位为外省的项目,充分反映了 NSFC—广东省

联合基金在面向全国“招才引智”,推动省内外、产学

研科研力量密切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５].
此外,联合基金在投入资源共享方面已取得很

好的实践成果,例如钢铁联合基金建立了高效的政

产研合作交流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科学装

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实现了科研装置共享,NSFCＧ
广东大数据科学研究中心项目实现了数据资源共

享.联合基金通过推动资源共享,让更多的研究人

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不断推进研究深度,能够加快

人才、数据和成果在相关领域、行业和区域的流动,
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经济发展的纽带.

联合基金建立的“联合资助”这一独特创新体

系,充分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示

范作用,带动了部分地方政府积极设立省市联合基

金,以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的核心问题.例如: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与台州

市政府、浙江省药学会、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设立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

金,旨在引导社会各方投入基础研究,促进区域实际

问题的解决;２０１９年广东省设立广东省基础与应用

基础研究基金联合基金,包括了粤穗、粤深、粤佛、粤
莞、温氏等多个联合基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提高创新效率;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海淀原始创

新联合基金作为市区合作共同开展基础研究的创新

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北京优势科技力量,开展与首都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区域战略定位密切相关的基础

研究工作.

３　思考与建议

联合基金建立的基础研究多元化资助体系,引
起了全社会对基础研究的关注,为科研团队与大型

企业、科研及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搭建起一

个协作创新的平台,充分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大大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行业和地方专业人才

和技术骨干的建设,提升了原始创新能力,具有较强

的示范作用.
有效的联合基金成果管理,有利于提高各联合

资助方的参与度,促进研究成果及时得到接续支持,
推动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落地和推广,从而助推基

础研究投入结构的优化和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６].
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管理和应

用贯通,更好地实现基础研究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战

略目标,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优化成果收集方法,提升成果管理精确度

从我们收集到的联合基金结题项目成果相关数

据发现,早期联合基金结题报告存在填写不规范和

成果收集不准确的问题.例如,结题报告中关于项

目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情况、人才培养情况、项目成果

科普情况等栏目,存在填写不统一和不规范的问题;
结题报告中成果统计表中可推广成果数和已推广成

果数填写存在歧义,未给出明确的统计口径和标准,
导致不同项目负责人在填写时出现理解偏差.成果

收集是成果绩效分析、共享与传播、转化和使用的重

要前提,因此,有关基金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规范联

合基金结题报告填写的要求,制定明确的成果统计

标准,优化成果收集方法,充分发挥联合基金对于国

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此外,截止目前,对于联合

基金项目成果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尚未实现有效

的跟踪评估.从联合基金项目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

案例来看,部分联合基金项目成果预期的社会经济

效益可能远远大于其在结题验收时所取得的效益,
因而加强联合基金结题项目经济社会效益的跟踪考

察记录能够帮助基金管理部门更加全面、系统地掌

握和评估联合基金的社会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对成

果的精准管理.
３．２　强化联合基金成果推广,建立成果应用贯通

机制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间联合基金资助项目总计结题

４７０３项,截至项目结题时共创造经济效益约１６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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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以看出联合基金资助成效显著,在提升我国自

主创新战略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截至项目

结题时,联合基金成果推广率仅有２９．４１％,科研及

行业部门联合基金、企业联合基金和地方政府联合

基金均存在一些专利成果闲置的情况,未能完全充

分发挥出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市场价值.推动联合

基金项目成果的转化应用,是真正发挥联合基金对

社会经济发展重要引领作用的关键一步.因此需要

强化联合基金成果的推广,提高各联合资助方的参

与度,建立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明确成果推广的受

众及其范围、需求特征、适合的推广方式等,明确成

果应用贯通的形式、种类、运作模式和各方职责等具

体内容,是打通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最后一公里”、
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前提,也是基金项目成果

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３．３　聚焦区域发展重大需求,建设区域创新发展体系

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９年间,在地方政府联合基金结题

项目中,NSFC—广东联合基金、NSFC—河南联合

基金、NSFC—云南联合基金和 NSFC—新疆联合基

金的结题项目数量在所有地方政府联合基金结题项

目数量中总计占比高达８８．０８％,其余地方政府联

合基金参与度较低,结题项目数量较少.可以看出,
联合基金在推动各区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解决重

大发展问题中未能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还需加大力

度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扩大地方政府联合基金影响

能力,带动全国各区域创新发展水平.２０１８年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共有包括四川省、安徽省、广东省、广西

省、新疆省、西藏省等２０个地方政府加入,区域创新

发展体系初步显现,联合基金在未来的发展中仍需

加大力度鼓励各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基础研究,充分

发挥联合基金“联合资助”这一独特创新体系,带动

地方政府设立省市联合基金,充分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共同促进跨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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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andThinkingonthePerformanceoftheCompletedProjectsoftheJoint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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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JointFundaimstoplaytheleadingroleof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
China．Itguidesandintegratessocialresourcesintothe basicresearch,as wellas promotesthe
improvementofindependentinnovationcapability．Afteryearsofdevelopment,ithasachievedfruitful
results．ThisarticleisbasedontheJointFundcompletedprojectsin２００２—２０１９,usingstatisticalanalysis
andtypicalcaseanalysis methodstocomprehensivelyanalyzetheJointFundsoutputandfunding
effectiveness,findtheproblemsinthe managementofoutputandputforwardcountermeasuresand
suggestionstopromoteJointFunddevelops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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