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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角度,对管理科学学部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G０４)
重点、面上、青年和地区项目“十三五”时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申请资助情况进行总结和回顾,系统

分析了申请资助的依托单位和学科代码分布情况,并选取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教育管理与政

策(G０４０７)、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三个代表性学科代码进行针对性分析,进而对未来宏观

管理与政策学科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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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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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８６年国

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确立了“依靠专家、发
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了

“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运行机制,为全

面培育我国源头创新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成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当

前,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在深化以“明确资助导向、完
善评价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为目标的科学基金

改革[１,２].
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

用的综合性交叉科学.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

长期围绕支持经济管理学科基础研究、支持国家发

展的初心和使命不断提高基金资助水平[３].宏观管

理与政策学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设置的

四个学科之一,主要资助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为实

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宏观政策和实施综合

管理科学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资助范围包括公共

管理(G０４０１)、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G０４０２)、非营利

组织管理(G０４０３)、科技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４)、创新管理

与政策(G０４０５)、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教育管

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文化与休闲产业管理(G０４０８)、

任之光　博 士,副 研 究 员,现 任 国 家 自 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学科处处长.
自２０１０年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工作,先后 担 任 办 公 室 秘 书 处 副 处 长、管

理科学部学 科 处 副 处 长.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公共管理与政策、工商管理等.

公共安 全 与 危 机 管 理 (G０４０９)、社 会 福 利 管 理

(G０４１０)、环境与生态管理(G０４１１)、资源管理与政

策(G０４１２)、区域发展管理(G０４１３)、信息资源管理

(G０４１４)、电子政务(G０４１５)等分支学科和领域.旨

在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术创新、培养研究人才与队

伍,在发展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同

时,积极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支持和参考.

１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项目

申请资助的基本情况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重点、面
上、青年和地区四类项目的申请量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０９２项增长到２０２０年３８８６项,增长了８５．８％,显
示出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研究规模强劲的增长趋势

(图１).其中,重点项目申请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２项增

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４项,增长了１００％;面上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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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９８１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０７项,增
长了７４．０％;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由２０１６年

的９２４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８０６项,增长了９５．５％;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５项增加

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２９项,增长了９９．４％.２０１７年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增长了２７．９％,２０１８年面上项目申请量

增长了２３．７％,重点项目申请量增长了３２．１％,２０１９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增长了３９．８％,是各类项

目“十三五”时期申请量增长最为迅猛的年份.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重点、面

上、青年和地区四类项目的资助项数由２０１６年的

３９２项增长到２０２０年５３６项,增长了３６．７％,各类

项目的资助项数稳步增长(图２).其中,重点项目

资助项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５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７项,
增长了４０％;面上项目资助项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０项

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４０项,增长了３３．３％;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项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６项增加到２０２０
年的２４５项,增长了３９．２％;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项数由２０１６年的３１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４项,
增长了４１．９％.

图１　“十三五”时期管理科学部宏观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申请情况

图２　“十三五”时期管理科学部宏观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资助情况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重点、面
上、青年和地区四类项目总资助额度为８．２６亿元,
每年的资助额度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３６５９万元提高到

２０２０年的２０１０７万元,增长了４７．２％,有力地推动

了我国宏观管理与政策科学学科基础研究的发展.

２０２０年,重点项目资助强度由直接经费平均约２４０
万元/项下调至２１０万元/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强度由直接经费平均约１８万元/项上调至２４万

元/项,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强度稳定

在４８万元/项和２８万元/项.单项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的资助强度差异较小,而重点项目、面上项目和地

区科学基金项目根据申请预算和评审结果,获得资

助的具体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由于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申请量增加迅猛,虽

然“十三五”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力度,本学科资助率仍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图３).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重点项目资助

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７３％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９１％;
面上项目资助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３５％下降到２０２０
年的１４．０６％;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率由２０１６年

的１９．０５％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３．５７％;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资助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７９％下降到２０２０年

的１３．３７％.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整体资助率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年基本稳定在１３．８０％左右.伴随着科研

人员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本学科

申请竞争强度正不断加大,也助推了申请书质量和

研究质量的稳步提升.
从获资助申请人的年龄分布来看,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申请人在３１~３４岁之间获得基金资助的数

量最多,３１岁出现明显峰值(图４).按照中国高等

教育的规律,博士研究生通常在２８岁左右毕业,意

味着博士毕业后的２~３年内是获得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的最佳时期.此外,由于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图３　“十三五”时期管理科学部宏观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资助率



　
第３５卷　第５期 任之光等:“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基金项目情况分析 ８１７　　 　

图４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获资助申请人年龄分布情况

要求申请当年１月１日,男性未满３５周岁,女性未

满４０周岁,获得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分布在

３９岁左右出现第二个较低的峰值与女科学家不断

积累科研实力有较强的关系.
面上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在３２~４２岁年

龄段的申请者中获得资助的比例较高,显示该年龄

段时科研工作的黄金时期,也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的重要阶段.对于面上项目来说,其年龄

分布存在“厚尾”的特征,５１~５６岁年龄段的申请人

仍有较多获得面上项目资助的情况.重点项目由于

资助数量较少,各年龄段分布较为平均,３６~７４岁

的申请人组织的科研团队均有在“十三五”时期获得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重点项目资助的情形.
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落实«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

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

评估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

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重要部署,
自２０１９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试点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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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
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Ⅳ)”四类不同科学问题属性

的资助导向,建立“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智能

辅助分类评审机制.

图５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面上

项目分类评审资助项数和占比

　　从２０１９、２０２０两年资助情况来看,宏观管理与

政策学科面上项目在分类评审之后获得资助的项目

以“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为主,共计有３１８项选择此

类科学问题属性的申请书获得了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的资助,占对应年份全部面上项目的６９％(图５).
选择“聚焦前沿、独辟蹊径”“共性导向、交叉融通”两
类科学问题,获得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申请书

分别为６２项和６０项,分别约占对应年份全部面上

项目的１３％.选择“鼓励探索、突出原创”科学问题

获得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的申请书只有２１项,占
对应年份全部面上项目的５％.反映出宏观管理与

政策学科以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现实问题为导

向的明显学科特征.
从２０２０年面上、青年、地区项目的申请和资助

的情况来看,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在分类评审之后

申请的项目仍以“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为主,共计有

２３７７项申请书选择了此类科学问题属性,占当年全

部申报项目的６１．６４％(表１).选择“聚焦前沿、独
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两类科学问题,获得

科学基金资助的比例略高于申请的比例.而选择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共性导向、交叉融通”两类科

学问题,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比例低于申请的比例.

表１　２０２０年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分类评审情况

科学问

题属性

申请数据 资助数据

面上 青年 地区 面青地 比例 面上 青年 地区 面青地 比例

属性Ⅰ ６８ １５６ １７ ２４１ ６．２５％ ６ １６ １ ２３ ４．０７％
属性Ⅱ ２１０ ２８１ ４４ ５３５ １３．８８％ ３０ ４６ ６ ８２ １４．５１％
属性Ⅲ １１４９ １０２６ ２０２ ２３７７ ６１．６４％ １８０ １５５ ２７ ３６２ ６４．０７％
属性Ⅳ ２８８ ３４９ ６６ ７０３ １８．２３％ ６０ ２８ １０ ９８ １７．３５％
合计 １７１５ １８１２ ３２９ ３８５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６ ２４５ ４４ 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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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项目

申请资助依托单位分布

　　“十三五”时期,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

展了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研究工作,并积极参与

重点、面上、青年和地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图６).申报本学科的依托单位数量由２０１６年的

５２９家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６６１家,增长了２５％,获得

本学科资助的依托单位数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６家增

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７６家,增长了２０．５％,反映出本学

科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从获得资助的依

托单位的分布来看,“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

学科提交了项目申请的依托单位仍有６７％尚未获

得本学科四类基金项目的资助,部分依托单位的研

究深度和申请书撰写质量仍需加强.
从各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申请量来看(表２),排名

靠前的主要是综合类研究型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山

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财经类院校

在本学科领域的科学基金申请量相对较少,反映出综

合类研究型大学在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领域的研究

活跃度较高,对国家宏观管理与政策问题更为关注.
从科学基金资助量来看(表３),依托单位分布

格局与申请量基本一致,综合类研究型大学获得宏

图６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申请和

获得项目资助的依托单位数量

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项目资助的数量占有优势.清华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等高校在重点项目、面上项目的资助率上表现突出,
取得了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项目资助率,反映出理工

类见长的高校在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具有较强的研

究实力,同时也表明本学科在运用数理工具等解决

中国宏观管理与政策基础科学问题领域取得了突破

和认可.设立地区科学基金的目标是培养和扶植特

定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服务特定地区的区域创新

体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本学科的地区基金项目

资助率较高的高校包括江西财经大学、广西大学、石
河子大学、桂林理工大学等.

表２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申请量排名前８的依托单位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

依托单位 申请项目数 占比 依托单位 申请项目数 占比

北京大学 １０ ６．０６％ 北京大学 １３４ ２．０１％
浙江大学 １０ ６．０６％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２６ １．８９％
中国人民大学 ８ ４．８５％ 武汉大学 １２５ １．８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７ ４．２４％ 四川大学 １２２ １．８３％
中南大学 ６ ３．６４％ 复旦大学 １１４ １．７１％
哈尔滨工业大学 ５ ３．０３％ 浙江大学 １１４ １．７１％
同济大学 ５ ３．０３％ 同济大学 １０３ １．５４％
复旦大学 ４ ２．４２％ 中山大学 １０３ １．５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依托单位 申请项目数 占比 依托单位 申请项目数 占比

四川大学 １７６ ２．７０％ 南昌大学 ６４ ５．２１％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０６ １．６２％ 云南财经大学 ４４ ３．５８％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０４ １．５９％ 江西财经大学 ４２ ３．４２％
中山大学 ９２ １．４１％ 昆明医科大学 ４１ ３．３４％
复旦大学 ８９ １．３６％ 昆明理工大学 ４０ ３．２５％
清华大学 ８９ １．３６％ 新疆财经大学 ３２ ２．６０％
南京医科大学 ８７ １．３３％ 广西大学 ３０ ２．４４％
南京大学 ８６ １．３２％ 江西师范大学 ３０ ２．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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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资助量排名前１０的依托单位

重点项目 面上项目

依托单位 资助项目数 资助率 依托单位 资助项目数 资助率

中国人民大学 ３ ３７．５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４０ ３１．７５％
北京大学 ３ ３０．００％ 清华大学 ３６ ３５．２９％
清华大学 ２ ６６．６７％ 北京大学 ３２ ２３．８８％
北京理工大学 ２ ６６．６７％ 武汉大学 ３０ ２４．００％
华中科技大学 ２ ２８．５７％ 浙江大学 ２９ ２５．４４％
浙江大学 ２ ２０．００％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８ ４０．５８％

复旦大学 ２６ ２２．８１％
中山大学 ２５ ２４．２７％
北京理工大学 ２３ ４５．１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２ ２５．５８％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２ ２４．７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依托单位 资助项目数 资助率 依托单位 资助项目数 资助率

清华大学 ３２ ３５．９６％ 江西财经大学 １７ ４０．４８％
上海交通大学 ３１ ２９．２５％ 云南财经大学 １２ ２７．２７％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４ ２３．０８％ 南昌大学 １２ １８．７５％
浙江大学 ２０ ２３．５３％ 广西大学 ９ ３０．００％
四川大学 ２０ １１．３６％ 昆明理工大学 ９ ２２．５０％
中山大学 １８ １９．５７％ 石河子大学 ７ ３６．８４％
同济大学 １７ ２４．６４％ 新疆财经大学 ７ ２１．８８％
北京大学 １７ ２１．５２％ 桂林理工大学 ６ ５０．００％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６ ２４．６２％ 新疆医科大学 ６ ２１．４３％
武汉大学 １５ ２５．００％ 贵州财经大学 ５ ２０．８３％
复旦大学 １５ １６．８５％

３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项目

申请资助学科代码分布

　　从“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各学科代

码的申请量来看(如表４所示),卫生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６)、资源管理与政策(G０４１２)、环境与生态管

理(G０４１１)、区域发展管理(G０４１３)、公共安全与危

机管理(G０４０９)是重点、面上、青年、地区项目四类

项目申请量排名前五的学科代码,反映出上述领域

受到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较多研究者的关注.
与之相对应,不同学科的研究水平和申请书质

量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学科的项目申请竞争十分激

烈.例如,“十三五”时期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
学科代码申请量高达４６４３项,远高于本学科其他代

码,虽然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项数为５６６项,为 G０４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之首,但资助率仅为１２．１９％,
排名 G０４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倒数第三.申请量

排名第二的资源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１２)学科代码 “十

表４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

各学科代码的申请和资助情况

学科领域 代码 申请量 资助数 资助率

资源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１２ １５６２ ３５３ ２２．６０％
信息资源管理 G０４１４ ６２７ １２９ ２０．５７％
科技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４ ６０１ １１９ １９．８０％
非营利组织管理 G０４０３ ７４ １４ １８．９２％
创新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５ ９１９ １６２ １７．６３％
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 G０４０９ ９５１ １６１ １６．９３％
区域发展管理 G０４１３ １１８７ １９３ １６．２６％
环境与生态管理 G０４１１ １１９８ １９０ １５．８６％
公共管理 G０４０１ ８０８ １２８ １５．８４％
文化与休闲产业管理 G０４０８ ２８８ ４５ １５．６３％
社会福利管理 G０４１０ ４０２ ５９ １４．６８％
教育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７ ９１５ １２７ １３．８８％
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G０４０２ ２９１ ３８ １３．０６％
卫生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６ ４６４３ ５６６ １２．１９％
电子政务 G０４１５ ３５ ４ １１．４３％
宏观管理与政策 G０４ １０４ ７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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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十三五”时期管理科学学部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受资助四类项目学科代码分布情况

三五”时期共获得了３５３项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资助

率为２２．６％,位居 G０４学科资助率榜首,反映出较

高的 研 究 水 平 和 关 注 度.此 外,信 息 资 源 管 理

(G０４１４)、科技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４)、非营利组织管

理(G０４０３)、创新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５)也是获得四类

项目资助率排名靠前的学科领域.
社会 福 利 管 理 (G０４１０)、教 育 管 理 与 政 策

(G０４０７)、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G０４０２)、卫生管理

与政策(G０４０６)、电子政务(G０４１５)学科代码“十三

五”时期的重点、面上、青年、地区项目整体资助率低

于１５％,是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资助率偏低的研究

领域.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申请量较大

的学科竞争激励,导致的资助率偏低,如卫生管理与

政策(G０４０６)、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一类是学

科发展相对滞后,申请量偏少,高水平的项目申请书

也偏少,如电子政务(G０４１５)、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

(G０４０２)、社会福利管理(G０４１０).此外,部分项目

申请人对科学基金学科代码了解不足,未将研究选

题归入具体的学科代码,直接选择 G０４宏观管理与

政策作为申请代码,这部分申请书的资助率仅为

６．７３％.
从“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领域受资助项

目学科代码的历年分布结构来看(图７),卫生管理

与政策(G０４０６)、环境与生态管理(G０４１１)获得重

点、面上、青年、地区项目的数量增长较快.卫生管

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获得资助的项目从２０１６年的９５
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６项,增长了６４．２％;环境与

生态管理(G０４１１)获得资助的项目从２０１６年的２１
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５０项,增长了１３８．１％.

在获得资助数量排名前６位的学科代码中,资

源管理与政策(G０４１２)、区域发展管理(G０４１３)获得

四类项目资助的数量在“十三五”时期略有下降,资
源管理与政策(G０４１２)获得资助的项目从２０１６年

的６９ 项减少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６ 项,区域发展管理

(G０４１３)获得资助的项目从２０１６年的４１项减少到

２０２０年的３６项.上述学科代码资助率“十三五”时
期保持在 G０４学科平均水平之上,资助量下降与申

请量萎缩有较大关联.

４　“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代表

性学科代码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不同学科

代码“十三五”时期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情况,本文

选取了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教育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７)、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三个具有代

表性的科学基金学科代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

４．１　G０４０６卫生管理与政策

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主要研究社

会、社区和卫生机构所面临的卫生管理和卫生政策

问题,揭示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对群体健康

的影响的科学规律,寻求通过公共政策措施来防治

疾病,提高医疗卫生事业效率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水

平的有效政策,包括卫生政策(G０４０６０１)、药事管理

(G０４０６０２)、医院管理 (G０４０６０３)、社区卫生管理

(G０４０６０４)、健康服务管理(G０４０６０５)、中医药管理

与政策(G０４０６０６)六个三级学科代码.
从“十三五”期间的申请量来看,卫生管理与政

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是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申请最

多的研究领域,五年时间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量高达４６４３项,占整个宏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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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G０４)学科“十三五”时期申请量的３１．８％.
其中,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面上项目

申请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７１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５８０
项,增长了１１４．０％,青年项目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３９项增

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１９项,增长了２００．０％,地区项目由

２０１６年的３７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６项,增长了

１８６．５％(如图８所示).反映出卫生管理与政策学

科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是“十三五”时期宏观

管理与政策学科的研究热点领域(图８).
从“十三五”时期的资助数量来看,卫生管理与

政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资助规模稳定提升,重点、面
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数由２０１６
年的９５项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６项,增长了６４．２％,
高于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整体３６．７％的增速,五年

共计资助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

５５６项,占 G０４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总资助项目数

的２４．２％.其中,２０２０年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
学科代码面上项目资助项数由２０１９年的４６项增加

到６８项,青年基金项目由２０１９年的５９项增加到７４
项,分别增长了４７．８％和２５．４％,是本学科领域内

资助规模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图９).

图８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６卫生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申请情况

图９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６卫生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资助情况

受 申 请 量 激 增 的 影 响,卫 生 管 理 与 政 策

(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的资助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重
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的整体资助

率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４％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０．０％,

２０２０年略有回升,资助率为１１．０％.其中,卫生管

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面上项目资助项目２０１７
年有所削减,资助率从上一年的１６．２％迅速下跌至

１１．５％,并随申请量增长,资助率一路走低至２０１９
年的９．４％,项目申请竞争十分激烈;卫生管理与政

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资助率同

样经历了较大程度的减少,青年项目资助率由２０１６
年的１８．４％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０．２％,地区项目资

助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９％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９．９％.
不过随着科学基金在本学科领域的投入加大,２０２０
年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学科资助率与２０１９年

相比基 本 稳 定,整 体 资 助 率 保 持 在 １１．０％ 左 右

(图１０).
“十三五”时期共有１２１家依托单位获得了卫生

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重点、面上、青年、地
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排名第一是华中科技大

学４３项,其次是复旦大学３０项,北京大学２８项,哈

图１０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６卫生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资助率

图１１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６卫生管理与

政策学科资助量排名前１５的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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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各２６项,体现出综合性大

学和医科大学在本学科强劲的研究实力,特别是医

学院发展较好的综合性大学在卫生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６)学科代码的科学基金申请竞争中优势明

显.在“十三五”时期获得卫生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６)
学科代码的科学基金资助的１２１家依托单位中,有

５２家依托单位只有１项,１７家依托单位２项,反映

出本学科领域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仍集中

于少数优势高等院校.

４．２　G０４０７教育管理与政策

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主要研究国

家教育体系和各类学校、教育类机构的管理问题,解
释教育规律和教育政策的作用机制,寻求通过公共

政策措施来提高教育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提高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

的内生动力.
“十三五”时期,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

代码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申请

量为９１５项,占整个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十三五”
时期 申 请 量 的 ６．３％.其 中,教 育 管 理 与 政 策

(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面上项目申请量由２０１６年的６５
项增加到２０１９年的１１０项,增长了６９．２％,２０２０年

下降到８０项;青年项目由２０１６年的６９项增加到

２０２０年的１０２项,增长了４７．８％;地区项目由２０１６
年的１６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２３项,增长了４３．８％.
与“十三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四类项目

８５．８％的申请量平均增速相比,教育管理与政策

(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申请量增长较为缓慢,反映出本

学科代码受到研究关注不足的现状(图１２).

图１２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７教育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申请情况

“十三五”时期,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

代码资助规模基本稳定,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数在２４项至２８项之间浮动,

与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整体３６．７％的增速相比,本
学科代码在科学基金资助中的占比有所下降.教育

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五年共计资助重点、
面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２项,占 G０４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总资助项目数的５．８％.“十
三五”时期本学科代码资助项目结构发生了较大变

化,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由２０１６
年的１５项缩减为２０２０年的９项,面上项目由２０１６
年的６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４项,反映本学科代码

可能存在优秀青年研究人员断档趋势,需引起高度

重视,推动该领域的交叉研究力量(图１３).

图１３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７教育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资助情况

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的资助率整

体呈下降趋势,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

项目的整体资助率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６．０％下降到２０１９
年的１２．２％,但在不同的项目类别中存在差异.受

申请量增幅偏小,２０２０年甚至出现申报量下降情况

的影响,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面上项

目资 助 率 从 ２０１６ 年 的 ９．２％ 上 升 到 ２０２０ 年 的

１７．５％,高于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面上项目平均

１４．１％的资助率;受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

代码青年项目资助项数削减的影响,本学科代码青

年项目的资助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２１．７％和２０１７年的

２５．５％减少为２０２０年的８．８％,青年项目的竞争格

外激烈.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地区项

目的竞争同样激烈,２０２０年科学基金资助率仅为

８．７％,远低于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地区项目平均

１３．４％的资助率水平(图１４).
“十三五”时期,共有７８家依托单位获得了教育

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重点、面上、青年、地
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排名第一是北京师范大

学１０项,其次是北京大学９项,北京理工大学６项,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各２６项,体现出综合性大学和

师范类高校在本学科较强的研究实力,部分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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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长的综合性大学在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

代码的科学基金申请竞争中表现优异.在“十三五”
时期获得教育管理与政策(G０４０７)学科代码科学基

金资助的７８家依托单位中,有５５家依托单位只有１
项,１２家依托单位２项,反映出本学科领域获得科

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仍集中于少数优势高等

院校.

４．３　G０４０９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

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学科代码主要研

究国家行政机关为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保
障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各项活动的正常进行的各种

行政活动的宏观管理问题,以及当出现危害公共安

全的事件发生时的危机管理问题.涉及的研究内容

包括信息安全、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交通安全、
建筑安全、自然灾害危机管理、事故灾难危机管理

等等.
“十三五”时期,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

学科代码重点、面上、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量为９５１项,占整个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十三

五”时期申请量的６．５％.其中,公共安全与危机管

理 (G０４０９)学科代码面上项目申请量由２０１６年的

图１４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７教育管理与

政策学科四类项目资助率

图１５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７教育管理与

政策学科资助量排名前１０的依托单位

８６项和２０１７年的７０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５７项,

２０２０年较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１２４．３％,青年项目由２０１６
年的７１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１３项,增长了５９．２％,
地区项目由２０１６年的４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６项,
增长 了 ３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公 共 安 全 与 危 机 管 理

(G０４０９)学科代码申请量增长尤为迅速,反映出新时

期本学科代码领域获得了研究者的大量关注(图１６).
“十三五”时期,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

学科代码资助规模基本稳定在３０项左右,与宏观管

理与政策学科整体３６．７％的增速相比,本学科代码

在科学基金资助中的占比有所下降.公共安全与危

机管理(G０４０９)学科代码五年共计资助重点、面上、
青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１６１项,占G０４宏观管

理与政策学科总资助项目数的７．０％.“十三五”时
期本学科代码资助项目结构基本稳定,除２０１８年获

得科学基金资助的青年项目仅为６项以外,其他年

份青年项目获得资助的数量均为１３~１４项;本学科

代码面上项目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７项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

２２项,略有增加.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学
科代码资助的重点项目较多,“十三五”时期总计资

助了６项重点项目,占 G０４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重

点项目的１９．４％,彰显出本学科代码在解决国民经

济关键问题中的重大意义(图１７).

图１６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９公共安全与

危机管理学科四类项目申请情况

图１７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９公共安全与

危机管理学科四类项目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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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９公共安全与

危机管理学科四类项目资助率

“十三五”时期,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

学科代码的资助率整体呈下降趋势,重点、面上、青
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的整体资助率从２０１７年

的２１．６％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７％.其中,公共安

全与 危 机 管 理 (G０４０９)学 科 代 码 从 ２０１７ 年 的

２５．７％ 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４．０％,与宏观管理与政

策学科面上项目平均１４．１％的资助率基本持平;本
学科代码青年项目资助率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９．７％ 下降

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１．５％,低于 G０４宏观管理与政策学

科２０２０年青年项目１３．６％的平均资助率.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申请人对本科学代码领域的关注较小,
“十三五”时期仅有３项本学科代码地区项目获得科

学基金的资助,五年整体资助率仅为７．７％(图１８).
“十三五”时期,共有８０家依托单位获得了公共

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学科代码重点、面上、青
年、地区四类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排名第一是清华

大学１４项,其次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７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各５
项,体现出理工类见长的综合性高校和部分行业特

色高校、科研院所在本学科较强的研究实力.在“十
三五”时期获得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G０４０９)学科

代码的科学基金资助的８０家依托单位中,有４７家

依托单位只有１项,１１家依托单位２项,反映出本

学科领域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依托单位仍集中于少

数优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５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

展望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

过资助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基础研究,合理布局

重点、面上、青年、地区等各类科学基金项目,有力的

图１９　“十三五”时期G０４０９公共安全与危机

管理学科资助量排名前１１的依托单位

支撑了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发展,科学基金申请

量和资助量均取得了显著提升,涌现出了一大批具

备探索本学科基础科学问题能力的研究者参与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和研究中,推动了本学科学

术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发展.

为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需

要,“十四五”时期宏观管理与政策(G０４)学科将坚

持以下导向.

５．１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做“顶天立地”的中国

问题研究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特点一方面是需要在研究

中紧密结合制度背景、文化背景寻求可靠的政策措

施方案;另一方面要是将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上

升到理论高度,推动宏观管理与政策基础科学问题

的创新.学科将继续资助扎根于中国情景的宏观管

理与政策研究,积极推动将中国经验上升到理论高

度,形成理论体系,推动学科发展,并取得国际影响

力的基础研究工作[４].

５．２　把握学科前沿趋势,不断优化申请代码设置

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G０４)１５个细分学科代码

之间发展不均衡:部分学科代码申报量偏大,资助率

偏低;部分学科代码具有重大的政策含义,但高水平

研究团队仍显不足.“十四五”时期,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将采用新的学科代码体系,学科将在做好常规

资助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同时,追踪学科发展前沿和

趋势,按国家需求动态调整、适度增减不同学科代码

的资助项数,不断优化学科代码结构,引导学科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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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深化分类评审改革,完善丰富科学基金申请

渠道

　　在前期试点基于四类不同科学问题属性资助导

向和“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实践探索基

础上,“十四五”时期,学科将落实全面深化分类评审

改革精神,在学科资助管理工作中引导不同科学问

题属性的申请项目在不同的“赛道”展开公平竞争.

结合学科特点继续推动以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问

题为目标的专项项目、应急项目申请组织工作;按照

学部的计划受理和遴选资助原创探索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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