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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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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基金项目的情况与思考

李安琪１　　王　浩１∗　　熊莉君１　　刘文佳２　　王　江３

１．复旦大学 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２．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８０
３．中国科学院 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管理处,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Ｇ０５Ｇ３０;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２２
　　∗ 通信作者,Email:hao．wang＠fudan．edu．cn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１９２４０１８)的资助.

[摘　要]　本文通过回顾总结上海地区依托单位承担的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的联合基金项目数据,从项

目负责人、依托单位、指南分布、时间变化、学科分布以及合作情况等角度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上海

地区依托单位承担联合基金展现出合作比例高,且与联合资助方关联单位合作较多、合作单位所在

地区集中在上海、北京的特点,并且获得了多方面的资助成效.同时,仍存在涉及指南分布较为集

中、近年来上海地区获批联合基金项目在全国占比总体趋势下降、生命、医学等学科优势发挥不充

分等不足.对上海地区依托单位进一步发挥科研实力,提高联合基金承担数量和质量,以及上海地

区各方加入或加大对联合基金的投入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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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　景

１．１　上海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关联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

基金”)发展历程中,陆续有上海的联合资助方加入.

２００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

科学基金委”)设立了第一批联合基金———“NSAF
联合基金”“钢铁联合研究基金”(以下简称“钢铁联

合基金”)及“节能环保基金”[１].“钢铁联合基金”作
为最早的联合基金之一,由坐落上海的宝钢集团公

司与基金委共同设立,旨在资助我国钢铁工业发展

的冶金新技术和相关领域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２],一直延续至２０１９年.除了钢铁联合基金,
联合基金资助方中与上海地区有关的联合基金还有

“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大科学

装置联合基金”)和“天文联合基金”.这两个联合基

金的联合资助方均为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

院”).“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共涉及６家单位的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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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装置[３],其中之一是地处上海张江高科园区的上

海光源.“天文联合基金”旨在吸引全国科研力量充

分利用中科院的天文学研究观测设备和数据[３],地
处上海市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是其中之一.

三十年来,上海的科学技术创新也在不断发展.
从１９９２年中央决定开放浦东,上海科技工作以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为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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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２０１５年５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加

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意见»(“科创

２２条”)确立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正式

开启了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序幕[４],上海市作

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科研创新能力也一直位于全

国前列.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上海地区依托单位承担联

合基金的情况为切入点,回顾总结并分析上海地区

依托单位承担联合基金项目的特征规律及资助

成效.

１．２　数据范围

本文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２０年间立项、上海地区依托

单位牵头承担的联合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上海承担

联合基金”).上海地区单位参与外省市依托单位牵

头承担的联合基金项目未纳入本文数据范围.数据

统计截止日期为２０２１年５月.

２　上海地区依托单位承担联合基金项目的

情况

上海地区依托单位共申请联合基金项目２８０６
项,获批５７２项,立项金额６７７２５．８万元,平均资助

强度为１１８万元/项.

２．１　项目负责人总体特征

项目负责人主要职称是教授、研 究 员,共 占

７８．５％;以男性为主,占８５．１％;博士学位为主,占

９３．４％.以中国国籍为主,占９８．６％.
按年 龄 结 构 分 析,项 目 负 责 人 年 龄 峰 值 在

３１~４６岁之间,占６８．７１％.联合基金不同亚类

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有明显区别,按从大到小的顺

序依次是:集成项目４８．９３岁,重点项目/重点支持

项目 ４６．４１ 岁,面 上 项 目 ４０．４６ 岁,培 育 项 目

３９．７６岁.

２．２　按依托单位分布情况统计

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上海地区联络网单位即上海

地区在基金委注册的依托单位共计１３０个,其中高

等院校３３所,科研机构７０所,其他单位２７家.
按依托单位隶属关系分析,上海承担联合基金

主要由教育部直属单位和中科院单位承担,共计

４５８项,占８０．０７％(图１内圈).与上海承担全类

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隶属关系分布

(图１外圈)相比,教育部直属单位、其他单位承担

联合基金项目的占比(５３％,３％)相对较少,中科

图１　上海地区依托单位承担联合基金及全类型基金

项目依托单位隶属关系分布情况

院所属单位承担的联合基金的占比(２７％)相对

较多.

２．３　按指南分布情况统计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涉及指南种类约４０种,覆
盖较全.除“黄河研究联合基金”“地震科学联合

基金”“NSFC—贵州喀斯特科学研究中心项目”三
类联合基金无项目获批以外,其余联合基金均有项

目立项.
分布较为集中,约５５．５９％的项目集中在“大科

学装置联合基金”“天文联合基金”“钢铁联合基金”
“NSAF联合基金”四个联合基金,其中前三个都是

联合资助方与上海有关联的联合基金.上海承担联

合基金各指南项目数见表１,其中项目数不超过３
项的未列出.

２．４　随时间变化总体趋势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项目数占全国联合基金项

目数的比例随时间总体呈下降趋势(图２).蓝色

折线表示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占全国联合基金项目

数的比例随时间变化情况,从２００１年１２．６１％下

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７０％.橙色为去除天文、大科学

装置、钢铁联合基金后,其余联合基金项目数上海

地区 占 全 国 比 例 随 时 间 变 化 趋 势,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８４％下降到２０２０年３．６４％.２００６年之后上

海地区占全国比例的降低可能与２００６年开始广东

省、云南省等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逐步加入到

联合资助方有关联,提高了这些省(自治区、直辖

市)联合基金的体量,相应地,上海承担联合基金

的比例降低.



　

　１５６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２１年

表１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各指南项目数

序号 种类 项目数 序号 种类 项目数

１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 １３４ １５ NSFC—新疆联合基金 ９
２ 天文联合基金 ６７ １６ 石油化工联合基金 ９
３ 钢铁联合研究基金 ６０ １７ 柴达木盐湖化工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８
４ NSAF联合基金 ５７ １８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 ８
５ NSFC—通用技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１９ １９ 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７
６ 民航联合研究基金 １９ ２０ NSFC—微软亚洲研究院联合资助项目 ６
７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基金 １９ ２１ 空间科学卫星科学研究联合基金 ６
８ NSFC—云南联合基金 １５ ２２ GM 联合基金 ５
９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５ ２３ NSFC—山西煤基低碳联合基金 ５
１０ 航天先进制造技术研究联合基金 １１ ２４ 航空科技联合基金 ５
１１ 石油化工联合基金(A类) １１ ２５ 雅砻江水电开发联合研究基金 ５
１２ NSFC—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目 １０ ２６ NSFC—山东联合基金 ４
１３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１０ ２７ NSFC—浙江两化融合联合基金 ４
１４ NSFC—广东联合基金 ９ ２８ 智能电网联合基金 ４

图２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占全国联合基金立项数比例的时间趋势图

２．５　按学科分布情况统计

与上海地区有关联的３个联合基金:天文、大科

学装置、钢铁联合基金立项２６１项,占上海承担联合

基金立项数量近一半,且所涉及科学部为数理科学

部和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学科分布上较为集中.因

此,为排除个别联合基金对学科分布的影响,关注联

合资助方非上海地区的联合基金学科分布情况,将
此三类联合基金项目删除后进行学科分布分析,得
出以下结论:(１)上海承担联合基金(除去３个联合

基金)在８个科学部均有项目立项.(２)用各科学

部联合基金项目立项数上海地区占全国的比例(以
下简称“联合基金上海占全国比例”)来表示上海承

担联合基金在各科学部立项的多少.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立项较多,位列前二.管理科学部、生命

科学部、地球科学部的联合基金立项占比不到２％,

均偏少.由此可以看出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在各学科

的大致分布情况.某地区承担联合基金在各学科分

布会受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相对水平,该地区联合资

助方资助的联合基金的主导学科,该学科申报人在

联合基金申报中普遍重视程度,等因素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将各科学部全类型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立项数上海地区占全国比例(以下简称

“全类型项目上海占全国比例”)近似作为上海地区

各学科在全国相对实力的参照值,用全类型项目上

海占全国比例减去联合基金上海占全国比例得到差

值(表２),排除该学科在全国范围内优势不明显这

个可能原因后,差值较大的是生命科学部、医学科学

部、管理科学部三个科学部,说明联合基金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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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科学部联合基金、全类型基金项目立项数

上海地区占全国比例

序号 科学部

联合基金上

海占全国

比例(％)

全类型项目

上海占全国

比例(％)

两者

百分比

的差值

１ 数理科学部 ８．３２ ９．７７ １．４５
２ 化学科学部 ８．０９ １０．１２ ２．０３
３ 生命科学部 １．２８ ８．２６ ６．９８
４ 地球科学部 １．１１ ３．７５ ２．６４
５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４．１４ ７．５１ ３．３７
６ 信息科学部 ４．７９ ８．２５ ３．４６
７ 管理科学部 １．７５ １０．５９ ８．８４
８ 医学科学部 ２．９２ １５．４７ １２．５５

平均值 ４．４９ ９．６６ ５．１７

医学和管理这三个学科并没有充分发挥上海地区的

学科优势,其原因可能是上海地区联合资助方资助

生命、医学、管理这三个学科的联合基金相对较少.
也可能与上海地区生命、医学、管理学科的申报人对

联合基金申报重视程度有关.

２．６　按合作情况统计

２．６．１　合作单位的地区分布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合作单位的地区分布较广,
覆盖了全国２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海不计

入).未合作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内蒙古自治

区、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江西省、海南

省等.除贵州省外,其余未合作的省、自治区均是尚

未与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或

刚刚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不久的省份.
将每个项目的每个合作单位计为１次合作,上

海承担联合基金中,上海、北京合作次数总计２０１
次,占总合作次数(４０７次)的近一半,其他各省市合

作次数均为３０次以下.可见虽然合作单位的地区分

布较广,但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上海承

担联合基金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单位合作次数

见表３.去除重复的单位,合作单位共计２１９个.

２．６．２　有合作单位项目占比

因为人才类项目基本独立完成,为减少这部分

项目对有合作单位项目所占比例的影响,去除人才

类项目(包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

目)后,上海地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含人才

类项目)有合作单位项目的占比为１３．６４％.上海

承担联合基金有合作单位的项目共计３００项,占比

为５２．４５％,远高于上述整体(不含人才类项目)有
合作单位项目的比例.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具有合作

比例较高的特点.同时,上海承担联合基金有合作

单位的比例随时间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图３).

２．６．３　合作单位与联合资助方的关联性

合作单位与联合资助方有关联的项目有２２６项,
占３００个有合作单位的项目的７５．３３％,占全部５７２
项项目的３９．５１％.合作单位与联合资助方有关联是

指:区域联合基金中合作单位地处该区域,其他联合

基金中合作单位为联合资助方系统内单位.关于与

联合资助方关联单位合作比例较高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部分联合基金设立的出发点旨在吸引全国

科研力量通过使用联合资助方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或者设施的数据来合作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例如“大
科学装置联合基金”“天文联合基金”.

二、部分联合基金项目指南上有相关明确要

求.例如２０２０年度 NSFC—新疆联合基金指南“新
疆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托单位申请本联合

基金培育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应当有新疆本地单位

的参与,鼓励新疆的依托单位与其他省(自治区、直
辖市)单位合作申请项目”[３].

三、与联合资助方关联单位合作有利于承担单

位更好地了解资助方提出的科学问题背后的实际需

求,在对项目有更深层次理解的下完成,也有利于后

续研究成果在实际场景下的应用.

表３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单位合作次数统计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合作量(次)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合作量(次) 序号

省(自治区、
直辖市) 合作量(次)

１ 上海 １１７ １０ 辽宁 １０ １９ 山西 　３
２ 北京 ８４ １１ 浙江 １０ ２０ 重庆 ３
３ 四川 ２９ １２ 甘肃 ７ ２１ 河南 ２
４ 广东 ２８ １３ 湖北 ７ ２２ 青海 ２
５ 云南 １９ １４ 山东 ７ ２３ 天津 ２
６ 江苏 １７ １５ 陕西 ７ ２４ 宁夏 １
７ 安徽 １３ １６ 湖南 ６ ２５ 西藏 １
８ 新疆 １２ １７ 吉林 ５ 合计 ４０７
９ 福建 １１ １８ 黑龙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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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有合作单位项目的比例随时间变化趋势图

　　① 王敬文,“肠道共生菌的色氨酸代谢对按蚊传播疟原虫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资助项目计划书项目摘要,２０１９．

　　四、部分联合基金的项目指南关注的是具有地

域特色的科学问题,与联合资助方关联单位合作,可
以在双方已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各取所长联合完

成项目;例如,复旦大学王敬文团队与云南寄生虫病

防治所合作“肠道共生菌的色氨酸代谢对按蚊传播

疟原虫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云南寄生虫病防治

所采集的蚊虫样品是此项研究的基础,复旦大学研

究团队可学习所里丰富的野外蚊虫采集和蚊种鉴定

知识,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复旦大学利

用其现有媒介研究的平台、技术可培训云南寄防所

的工作人员和学生,提升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的相

关研究基础① .

五、提出指南需求的联合资助方会对其区域内

或集团系统内的单位进行相关申报动员,因此联合

资助方相关的单位对指南更了解、更关注,会联合上

海地区依托单位共同申请,或牵头或参与申报.

３　资助成效

３．１　产出高水平前沿科研成果

上海地区依托单位通过联合基金项目的资助,

涌现了一些运用大科学装置以及从实际需求出发突

破科学前沿的成果.例如,复旦大学封东来团队利

用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开展非常规超导及相关材料的

同步辐射角分辨光电子能谱研究,为发展统一的非

常规超导理论模型提供判据性的结果[５].

３．２　提高上海大科学装置使用效果

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吸引和凝聚全国的优秀科

研人员利用大科学装置研究平台,开展高水平的前

沿与综合交叉研究,扩大了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科

研工作的科研队伍,促进了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

协同创新和实质性合作,取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

果[５].例如,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潘秀莲团队依

托上海光源,完善和深化了“碳纳米管的催化协同限

域效应”概念,为新催化剂的设计和制备提供了原创

性构思和科学基础[５].中国科学院大学王昌燧团队

依托上海光源,首次发现了殷墟玉器的加工和使用

痕迹特征等,相关成果为研究玉器的加工工艺和文

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据[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林

繁团队在上海光源的BL１５U１线站上建成了康普顿

散射谱仪和非弹性 X射线散射谱仪,极大地拓宽了

BL１５U１的应用范围,为国内同行开展原子、分子和

材料的动力学行为研究创造了条件[７].

３．３　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或是与企业合作,或是为企业关键技术问题提

供理论支撑并应用,上海承担联合基金为企业科技

创新添砖加瓦.上海交通大学金学军团队针对热冲

压成形件塑性差的问题,发展了多种 Q&P热冲压

成形新工艺.与宝钢合作新设计的热成形SiV钢通

过复合增韧机制有效提升了冲击韧性和冷弯性能;
与通用合作的CrSi热成形新钢种,达到目标力学性

能;与马钢等单位合作开发的铌钒复合微合金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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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新钢种实现可观经济效益[８].复旦大学赵东元

团队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科研人员

合作,以重油加工重大产业需求为导向,发展了包括

定向核壳组装、新模板构筑、纳米晶诱导、介孔区域

晶化等“等级孔”分子筛催化材料制备策略,为发展

高效重油加氢催化剂提供了材料基础,为工业化应

用提供理论支撑.[９]

３．４　培养科研人才

上海地区联合基金有很高比例与联合资助方相

关联的单位合作完成,在此过程中,带动了联合资助

方科研人才的培养.同时,联合基金也为上海地区

培养人才贡献了力量.对项目负责人、对参与联合

基金项目的上海单位的青年科研人员而言,不仅可

以提高研究水平,也是一次全过程负责/参与国家级

项目的经验,有利于科研能力的提高.

３．５　促进国内科技合作

上海承担联合基金合作完成比例较高,合作单

位所在省份分布较广,促进了国内科技合作,同时

帮助科技欠发达区域研究当地区域发展问题.例

如,华东理工大学凌立成团队与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合作,以新疆

煤沥青为原料引入适量溴,提高了中间相生成和发

展能力,获得高软化点、高残碳的煤基高品质沥

青,促进了新疆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１０].中国科

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张驰宇团队与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合作,对云南省边境地区高危人群

开展 HIVＧ１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发现中缅边境地

区 HIVＧ１重组频发,遗传多样性愈加复杂等特征,
为云南省制定控制 HIV/AIDS跨境传播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１１].

４　总结与展望

４．１　总　结

通过从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指南分布、随时

间变化总体趋势、学科分布以及合作情况等角度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联合基金在上海地区展现出

合作比例高,且与联合资助方合作较多,以及合作单

位所在省份集中在上海、北京两地的特点;并获得了

多方面的资助成效.同时,仍有些不足:涉及指南分

布较为集中;近年来立项上海占全国比例总体趋势

下降;生命、医学领域的学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

４．２　展　望

随着鼓励多元投入机制,不断稳步扩大规模,联
合基金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上海地区对于面向科学

前沿和面向国家需求的基础研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如何加强联合基金在上海地区的地位,使得

联合基金成为促进上海地区基础研究重要投入力

量,是上海地区各依托单位以及科技主管部门面临

的问题.下面就四个方面来分析阐述.

４．２．１　重 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联 合 基 金 项 目 的

宣传

从申报人角度考虑,目前仍有部分科研人员对

联合基金设立的目的、资助强度、申报要求等方面不

够清晰,会有一些误区,例如:将联合基金与地区基

金有所混淆;错把和联合资助方合作申请当做所有

联合基金申请的必要条件;因为指南发布不在集中

受理期而被遗漏;因为指南内容较多科研人员比较

难较快定位到对应的内容,导致没能有效捕捉到与

自己研究内容相关的指南信息.
因此,有不少科研人员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联合

基金项目申报中.为充分挖掘符合条件的申报人申

报联合基金,需重视联合基金的申报动员工作,让更

多科研人员更加全面地了解联合基金项目指南,尤
其是除天文、大科学装置和 NSAF联合基金之外的

联合基金指南,以及生命、医学、管理学科的联合基

金指南,以改善立项项目指南分布较为集中,部分学

科优势体现较弱以及立项占全国比例总体下降的

问题.

４．２．２　进 一 步 发 挥 上 海 地 区 的 区 域 优 势 和 科 研

实力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２０２０»显示,上海

在当年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榜单中排名第一,连
续３年位列榜首;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６０．２
件;在沪两院院士共１７８名,居全国第二;建成和在

建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１４个,普通高等学院

６４所,跨国公司总部７７１家,外资研发中心４８１家,
国家重点实验室４４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２１
家;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聚集２４２９家单位

３５５４６台(套)仪器[１２].

上海地区承担联合基金项目的形式主要是上海

地区相关领域高水平的科研人员或团队运用已有的

研究基础提出可行且高效的解题思路或者技术路

线,通过科学基金完善的评审机制在全国的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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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评审专家的认可并立项.这充分体现了在联

合基金中,上海以输出科研力量为主的角色.上海

应当进一步发挥区域科创优势,加大联合基金承担

的意愿和能力,带动其他区域、企业、行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持续深化国内科技合作和科技对口帮扶工

作,加强国内跨区域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上

海市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应有之义的一部分.

４．２．３　加强成果应用的对接转化和落地

联合基金不同于其他项目类型,从指南设立之

初,就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包括区域发展瓶颈问

题,企业行业发展技术需求进一步凝练而成的科学

问题,或是可以高效利用重大科学设施和平台来探

索的各类问题等等.那么,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的对

接、转化、落地尤为重要,不仅能够真正将科学研究

成果应用到现实中,还能够进一步增强联合资助方

的积极性,带动基础科学研究的多元投入和社会投

入的稳定性.
因此,建议通过联合基金积极建立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上海地区的成果贯通桥梁.上海地区应

该优先进行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改革尝试.本文限于

篇幅,未对上海承担联合基金的成果做数据分析.
希望能通过成果对接活动,对成果进一步梳理把握,
并最终转化落地,成为上海地区高水平科技供给的

一股力量.

４．２．４　鼓励上海地区各类社会资源加入联合资助

方队伍

２０２０年９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

的讲话中提到“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

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

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
上海市也在探索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的方

式,例如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科技攻关“揭榜挂

帅”项目和“探索者计划”项目.相比之下,加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可以借助科学基金完善的评

审机制、全面的专家库系统,以及科学基金制的组织

优势等[１３],充分发挥其在全国的影响力,更好地集

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但加入联合基金,需要遵守

基金的统一管理模式和原则.这使得联合资助方相

对自主性稍弱;但也恰是这统一的管理模式和原则

加深了科学基金制的口碑和公信力,能更好地吸引

并选出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因此,无论是上海市相

关政府部门与当地企事业、行业部门共同设立联合

基金或其他联合资助模式,还是上海市政府、企业、

行业部门直接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的联

合资助方,都是吸引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形成多

元投入机制,加大上海市基础研究投入的一个重要

途径.
鼓励社会资源加入联合资助方的队伍,有助于

提升基础研究实力,对一些基础科研能力相对薄弱

的企业加深科研交流,培养科研人才和团队,有助于

实现科研选题从“文献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促
进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和科研成果应用转化[１４].

鼓励社会资源加入联合资助方的队伍,为上海

需求提供支撑力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的部署下,若设立相应长三角联

合基金,将直接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科技合作、科技人

才培养等.再如上海近年来聚焦的集成电路、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三大领域,也可尝试设立相应联合基

金给予支撑力量.
综上,未来上海地区需加大联合基金宣传、进一

步充分发挥上海区域优势、加强成果应用的对接转

化和落地、鼓励社会资源加入联合基金联合资助方

的队伍,以促进联合基金在上海地区的发展,使得联

合基金成为促进上海地区基础研究重要投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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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analyzedataofNSFCJointFundprogramsundertakenbyinstitutionsinShanghaifrom２００１
to２０２０throughseveralaspects:principalinvestigators,hostinstitutions,typesofgrant,changeover
time,subjects,andcooperation,etc．Itshows high proportion ofcooperation,especially highin
cooperationwiththeinstitutionsrelativetocoＧfunder．Anotherfeatureisthecooperateinstitutions
concentrateinShanghaiandBeijing．Meantime,itappearsmucheffectofNSFCJointFunds．However,it
existssomeweakness．Intheend,itadvancessomesuggestionforhostinstitutionsinShanghaitofurther
exploittheadvantageofscientificresearch,toenhancethequantityandqualityofNSFCJointFund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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