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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时期

基础研究多元投入资助模式的成功典范.２０１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福建省人民政府共

同设立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为海峡两岸科技合作和人才交流搭建了有利平台,为福建

省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２０２１年起,福建省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

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本文以厦门大学承担的５７项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为研究对象,对项目实施成效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学校经验做法,并对后续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福建)的管理提出建议.

[关键词]　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实施成效;经验做法;对策建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以下简称“联合

基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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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和企业共

同投入经费设立的、在商定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内共

同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１].从自然科学基金委设

立第一个联合基金至今已经超过２０年,该基金已

成为科技体制机制和科研管理改革的一个成功实

践,是新时期基础研究多元投入资助模式的成功

典范[２].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自然科学基金委与福建省人民

政府设立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合作联合基金(以下简

称“海峡联合基金”).海峡联合基金的设立旨在发

挥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主渠道的导向作

用和福建省对台区位、人文、交流优势,搭建开放合

作交流平台,吸引和聚集两岸科技人员,重点聚焦闽

台地区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中共同关心的重大科

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合作开展基础研究.截至

２０２０年,海峡联合基金已成功实施２期,共资助项

目１５７项,总投入约３．７亿元[３],在海峡两岸科技合

作、人才交流、创新能力提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各

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４].

李荔敏　厦门大学科 学 技 术 处 基 础 办 主

任,长期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管

理工作.２０１１年被评为“十一五”全国高

等学校科技管理先进个人.

廖渝　厦门大学科学技术处基础办科员,
主要从事国家自然科 学 基 金 等 科 研 项 目

的管理和相关研究.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于１９２１
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

学[５].厦门大学与台湾隔海相望,一直是大陆对台

交流合作最为活跃、最为前沿的高校[６],早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末就有一些厦门大学学者到台湾从事相

关研究;在长汀办学时期培养的学生有一大批在

１９４５年之后到台湾从事战后建设,为台湾资讯产

业、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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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学园区的创办人何宜慈先生就是厦门大学机

电系第一届校友①.对于福建省,厦门大学是唯一

一所国家“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

平综合大学,也是唯一入选国家公布的 A 类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名单的高校;对于台湾地区,厦门大学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渊源.因此,作为两

岸科技合作的桥头堡,厦门大学在促进海峡两岸交

流与合作方面责无旁贷.
本文以厦门大学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承担的全部海

峡联合基金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对项目的申请情况、
实施情况和资助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价,对依托单位

管理经验和做法进行总结,对未来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福建)的实施提出建议.

１　总体情况分析

１．１　申请与资助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共申报海峡联合基金

项目２１３项,获资助５７项,平均资助率为２６．８％,高
于海峡联合基金全国平均资助率１７．０％近１０个百

分点[７].如表１所示,除２０１３年外,其他年份申请

获批情况较稳定,申请数量保持在２５项左右,获资

助数量保持在８项左右.２０１２至２０２０年间,厦门

大学获资助项目总直接经费达１．３５亿元,平均每年

直接经费０．１４亿元,海峡联合基金的投入,为学校

推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申请获批海峡联合

基金项目总体情况

年份
申请项目

数(项)
资助项目

数(项)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率

２０１２年 ２２ ６ １４８５ ２７．３０％
２０１３年 ６ ３ ８６０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 ２７ １０ ２５５１ ３７．００％
２０１５年 ３３ ６ １３００ １８．２０％
２０１６年 ２２ ８ １７２２ ３６．４０％
２０１７年 ２８ ７ １４３４ ２５．００％
２０１８年 ２０ ６ １３６９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 ３０ ５ １１４１ １６．７０％
２０２０年 ２５ ６ １６２０ ２４．００％
总计 ２１３ ５７ １３４８２ ２６．８０％

１．２　资助项目领域分布

海峡联合基金自２０１２年实施以来,重点支持农

业、新材料与制造、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电子信

息等五大领域,期间厦门大学在五大领域均有申请

和获批.其中,人口与健康领域是基金指南中出现

最多的领域,也是学校获批项目占比最高的领域,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 期 间,获 批 项 目 共 计 ２８ 项,占 比

２８．４９％;其次是新材料与制造领域获批项目９项,
占比１６％;此外,资源与环境领域和电子信息领域

获批项目各７项,分别占１２％;农业领域获批项目６
项,占１１％.如图１所示,近五年来,厦门大学项目

申报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健康领域,但其竞争也愈发

激烈,２０２０年资助率降到了８．３％;农业领域的项目

申报数最少,但其平均资助率在五大资助领域中最

高,达到了３０％.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海峡联合基金项目资助领域分布情况

① 何宜慈．[２０２１Ｇ０７Ｇ２９]．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１５/tim０３７e１k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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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资助项目负责人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海峡联合基金项目负

责人均具有博士学历和正高级职称,这部分教师是

学校基础研究队伍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各自的研究

领域独当一面,已具备较强的科研实力.如图２所

示,海峡联合基金项目负责人申请时平均年龄为４８
岁,４０岁以下的占１２．３％,４１~４５岁的占２１．１％,

４６~５０岁的占２６．３％,５１~５５岁的占３３．３％.由

此可见中青年教师是学校承担海峡联合基金项目的

主力军.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海峡联合基金项目

负责人年龄分布图

２　实施成效分析

为了更好地分析厦门大学海峡联合基金项目的

实施成效情况,展示学校在合作交流、人才培养等方

面所取得的成效,本文对学校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承担的

５７个海峡联合基金项目进行问卷调查,结合学校各

类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期为联合基金后续发展提

出建议.

２．１　培养稳定人才团队,提升基础研究水平

海峡联合基金设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搭建两

岸科学家开放合作的平台,支持福建加快创新人才

培养.在基金的支持下,两岸科技界开展了各种方

式的合作研究和人才联合培养,推动了青年科研人

才快速成长成才,形成了以项目组为基本单元的青

年科研创新团队.５７个项目在实施期间,共计培养

青年学者骨干９７人,有４３人成功晋升高级职称,培
养出站博士后５２人,培养毕业博士生２１２人,培养

毕业硕士生３８８人.此外,部分项目负责人与参与

人入选国家各类人才计划,其中３人获得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资助,４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１人获得国防科技卓越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１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２人获得福建省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资助.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高树基教授团队,高
树基教授是海洋生物地球化学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

一名台湾学者,２００７年,他与厦门大学开始合作,

２０１１年全职加入厦门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从零

开始搭建实验室、组建团队,２０１３年,获得海峡联

合基金等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２０１８年,他所带领

的队伍获得创新研究群体基金资助.
海峡联合基金的实施,为我校科研人员特别是

青年科研人员团队提供了更多高层次项目研究历练

和交流合作平台,提升了我校承担国家级重要科研

项目、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能力的整体水平.在海

峡联合基金设立前的２０１１年,厦门大学获得立项经

费在２００万元至５００万元,获得的重点类项目仅为

１０项,在海峡联合基金设立后,获重点类项目资助

从“十二五”期间的８７项,增加到“十三五”期间的

１２７项,增幅４６％.大部分海峡联合基金项目执行

情况良好,其项目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曾有

１１人先后获得过２次海峡基金项目的资助.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部分项目后续也获得了其他经费来

源的资助,例如获得国家级计划资助项目４７项,总
经费共计１．３亿元;省部级计划资助项目１２项,总
经费共计３１００万元.由此可见,海峡联合基金的实

施,提升了学校承担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的能力,对
学校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闽

台两岸项目合作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２．２　促进两岸合作交流,扩大学校学术影响力

海峡联合基金要求每个项目均需有福建省和台

湾地区的科技人员参与,旨在通过吸引和聚集海峡

两岸科学家开展科技合作,重点解决福建省及台湾

地区共同关心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从
而带动福建省人才队伍建设,推动闽台基础研究深

度合作.
在海峡联合基金的资助下,厦门大学和外单位

进行了广泛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５７个项目实施期

间,共有４３家合作单位发挥自身优势与厦门大学共

同开展研究,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其中,福建省内

合作单位１０个,参与人数达２１人,合作项目数最多

的单位分别为集美大学(３个合作项目)与福州大学

(２个合作项目);台湾参与单位１５个,参与人数达

８５人,合作项目数最多的大学分别为:台湾大学(１２
个合作项目)、台湾长庚大学(９个合作项目)、台湾

清华大学与台湾阳明大学(均有７个合作项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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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厦门大学海峡联合基金重点

支持项目参与单位情况

单位类型
参与单位数 参与人数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福建省 １０ ２３．３％ ２１ １５．１１％
台湾地区 １５ ３４．９％ ８５ ６１．１５％
其他省(不含台湾地区) １７ ３９．５％ ３２ ２３．０２％
国外 １ ２．３％ １ ０．７２％
总计 ４３ １００．０％ １３９ １００．００％

他省外合作单位共１７个,参与人数达３２人,包括清

华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此外与国外高

校合作项目１个.
厦门大学与合作单位开展了各种形式学术交流

合作,其主要形式包括举办参与学术会议、组织专题

培训班、互派访问学者、合作培养研究生、共享基础

研究设施和信息资源等.其中,举办国际会议次数

２０次,参与国际会议次数１７３次,国际会议特邀报

告３１次,国际会议地区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俄罗

斯,新加坡等;举办国内会议４５次,参与国内会议次

数２３７次,国内会议特邀报告８６次.此外,互派访

问学者５１人,短期访问次数达到９４次,合作培养研

究生人数５９人.例如,周大旺教授团队与台湾合作

者共同承担的海峡联合基金项目“原癌基因Skp２的

功能调节及其在肝脏稳态维持和肝癌发生发展中的

作用和应用(２０１６．０１—２０１９．１２)”,以项目研究为契

机,形成了长期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主办了 Hippo
国际会议,参与了中国新西兰非传染病双边研讨会、
第七届海峡两岸四地免疫学论坛、２０１９ColdSpring
Harbor Asia Conference on Liver Biology and
Diseases等多次学术会议,对于推动两岸高分子学

术界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

交流活动,为学校教师学生提供了拓展学术视野的

机会,在交流中学习新方法和新动向,切磋中形成新

观点和新成果,同时提高了学校学术地位和知名度,
拉进了国际国内优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学术距

离,对学科建设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２．３　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

通过海峡联合基金的持续资助,学校在原始创新

及应用领域取得了重要科技成果.一方面,项目的基

础创新成果多次在国内外高水平期刊上发表,如表３
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学校承担的海峡联合基金项目

共发表SCI论文１４２０篇,占学校同期SCI论文发表

总量的４．４８％,总引用次数达２０７３４次,篇均引用１４
次,其中JCR分区一区论文４１８篇,ESI高被引论文

２４篇,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均较高.例如:学校董全

峰教授研究团队与台湾合作者合作,主持承担了两项

海峡联合基金项目,对锂硫电池开展系统、深入的原

创性 研 究 工 作,在 EnergyEnvironmentalScience、

Chem、Advanced Materials、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５０余篇,
最高影响因子达３８．５,为发展下一代多电子反应电化

学储能体系指明了方向.
以海峡基金科研项目为载体,学校与其他单位

积极合作开展实际性的研究.据统计,由海峡联合

基金资助项目发表的论文署名单位超过１００个,包
括中国科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

学、福州大学、中科院大学、美国桑福德伯纳姆
普雷比斯医学发现研究所、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中国

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清华大学、美国加州大

学等其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国外研究机构.
如表４所示,海峡联合基金资助项目共申请国

内国外专利３２５件,授权国内国外专利２１８件.从

项目资助领域来看,以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最多,平均每项项

目申请专利１４．６件,获专利授权９．８件.如孙道恒

教授团队主持的“基于逻辑门的微流控系统设计与

３D打印制造基础研究”项目,自主研制了两台混合增

材工艺的多材料、多维度、跨尺度３D打印设备原理样

机,推进了电纺３D打印核心技术的产业化进程,该项

目共申请发明专利３６件,其中已授权１３件.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年海峡联合基金项目论文发表情况

年度
厦门大学SCI
论文发表数

海峡联合基金项目

SCI论文发表数
占比

２０１３年 ２２３６ １８ ０．８１％
２０１４年 ２６００ ２９ １．１２％
２０１５年 ２９７０ ７１ ２．３９％
２０１６年 ３３１３ １２９ ３．８９％
２０１７年 ３５５７ １７８ ５．００％
２０１８年 ３８２３ ２７４ ７．１７％
２０１９年 ４７６２ ３１４ ６．５９％
２０２０年 ５２９８ ２７２ ５．１３％
２０２１年

(截止７月) ３１０４ １３５ ４．０３％

总计 ３１６６３ １４２０ ４．４８％

表４　海峡联合基金项目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

领域 申请专利数 授权专利数

电子信息 ９７ ８１
农业 ２３ ９
人口与健康 ７０ ３９
新材料与制造 １３２ ８９
资源与环境 ３ ０
总计 ３２５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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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海峡联合基金的持续资助下,产出了一

批高水平科技成果并获得科技奖励,其中共获得省

部级及以上奖励１８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２项,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１项、福建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２
项、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９项、福建省高等

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１项等.

２．４　立足产业发展关键问题,服务海西经济社会

发展

海峡联合基金项目围绕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

关的重大科技问题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问

题,聚焦需求与目标导向,稳定支持应用基础研究,
提升海西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

在新材料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上,戴李宗教授

团队先后与台湾合作者共同承担了两项海峡联合基

金.团队以杂化聚合物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为纽带,
形成涵盖高分子、纳米技术、界面化学、工程装备等

多学科交叉的特色研究方向.高端轴承自润滑涂层

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解决了该领域核心关键技术

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的“卡脖子”难题,研究成

果在高铁动车、国家天文台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

得到应用.
在两岸共同的重要养殖鲍种的研究上,柯才焕

教授团队与合作者团队在获得海峡联合基金的连续

资助后,构建了３个染色体水平的鲍全基因组序列

图谱,开发了２种鲍耐温性状精准评测技术,综合利

用多组学技术对鲍耐温性能和种间杂种优势的形成

机理的分子机制进行了解析,培育的“绿盘鲍”获国

家级水产新品种,研究结果为我国这个世界第一养

鲍大国进行的耐高温育种和杂交育种提供重要

借鉴.
在多模式融合微纳增材制造方面,孙道恒教授

团队与台湾合作者承担了两项海峡联合基金.在连

续多年的资助下,该团队发现了微尺度包轴效应,提
出了皮升级微量高粘度流体的高精度、快响应输运

方法,突破了可控电纺核心技术瓶颈,率先在空天装

备关键部件共体制造了耐高温聚合物先驱体陶瓷薄

膜温度、热流、应变传感器,为航空、航天极端环境测

试提供了独创性解决方案.

２．５　承前启后开新篇,助力“双一流”学科建设

海峡联合基金的定位之一,是提高福建省科技

支撑能力,长达近１０年的稳定支持,海峡联合基金

对厦门大学加快“双一流”学科建设起到了显著的支

撑和促进作用.以海洋学科为例,自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起,以洪华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展了新兴

交叉学科———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学科的建设,研究

成果获得海峡两岸同行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同关心

的研究区域、相似的研究兴趣,加上海洋科学研究对

合作高度需求,两岸海洋学者开始了近３０年的交流

合作.通过学术会议、学者互访、学生交换、共同参

加航次等多种方式,海洋学科开始推动与台湾学者

加深了解、寻求交流与合作的途径.但在海峡联合

基金设立前,两岸海洋学者开展科研合作所获得的

资助较为有限,以会议、短期交流合作为主.海峡联

合基金的设立提升了两岸学者的合作意愿,厦门大

学仅在海洋学科就有１１项合作项目获得资助,资助

领域覆盖资源与环境、农业等,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稳

定、持续的资助.两岸学者共同在台湾海峡动力环

境、防灾减灾、氮循环、浮游植物群落演变、鲍鱼育

种、青蟹抗菌肽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高水平成果.
目前,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已成为有重要国际影响力

的海洋环境科学研究和创新性人才聚集的基地,

２０１７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在全国第

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A＋”,加快了建设世界一流

学科的步伐.

３　厦门大学管理实践

厦门大学一直高度重视科学基金的全过程管理

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和总结,已形成“申请人、学院

(研究院)(以下统称“二级单位”)、学校职能部门”较
为成熟的三级管理体系.通过制定健全项目管理制

度、规范项目管理过程、建设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等手

段,有效保障了科学基金的各项工作.海峡联合基

金设立后,作为该基金的申请和获资助主力军,学校

根据联合基金的定位和特点,结合科学基金改革升

级政策,积极开拓新思路、探索新举措,主要采取了

如下做法进行了管理实践:

３．１　把握机遇,积极参与指南制定

联合基金项目指南是充分体现和表达联合资助

双方共同意愿与资助目标的最主要方式.根据海峡

联合基金的定位,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紧紧围绕福建

省科技厅发布的指南征集通知要求,发挥地域优势,
突出学科特色,将广泛征集与专家整合凝练结合,从
学校层面做好指南的征集工作的顶层设计工作.学

校科研管理部门要求建议人团队必须具备一定竞争

力及有效申报名额,同时提供台湾地区合作者的具

体信息,基于共同研究工作的基础和优势提出指南,
以说明双方有实质性合作的基础,而不是在申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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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组队,以此提高项目竞争力.同时鼓励青年科

研人员,通过寻找大陆方优势互补的合作者,增强项

目的整体实力.因此,自海峡联合基金设立以来,厦
门大学在农业、新材料与制造、资源与环境、电子信

息、人口与健康等领域的多项建议均被采纳,说明学

校的指南建议具有较好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３．２　精准分析,科学挖掘申报潜力

每一年度科学基金申报工作开始前,科研管理

部门会结合科学基金最新政策,对各二级单位科研

人员情况、承担项目情况进行精确到人的测算分析,
制定科学基金工作方案.结合海峡联合基金定位和

特点,科研管理部门开展了点面结合的宣传动员工

作,除了在全校性的动员会上对海峡联合基金进行

“科普”外,还在走访学院的过程中,分类解读,详细

介绍指南、限项政策以及学校已经获得的项目情况.
针对申请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分析和策略建

议,鼓励中青年教师积极寻求与台湾科研机构开展

合作.因此近１０年来,厦门大学申请人对海峡联合

基金的申请保持了较高的热情.

３．３　校院联动,建设专职科研管理队伍

重视科研管理队伍建设是厦门大学的一贯传

统,学校各二级单位均配备了专职科研管理人员,能
够长期、稳定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在校院二级管理

体制下,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与二级单位明确分工、密
切协同,共同做好科学基金的全过程管理.学校科

研管理部门负责政策制定、宣传动员、统筹协调,与
学校办公室、人事处、财务处、实验设备管理办公室

等其他校级职能部门顺畅沟通,定期组织业务交流、
培训,提升二级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和科研助理专业

技能.二级单位提供项目执行所需条件,科研管理

人员与学校职能部门默契配合,从动员、申请、答辩、
立项、实施到项目结题,开展科学基金全过程精细化

管理.学校专业化的科研管理队伍为海峡联合基金

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３．４　设立山海基金,助力基础研究多元投入

作为位于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城市,厦门大学

与台湾众多科研机构保持着常态化交流合作.２０１１
年在厦门大学、高雄中山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倡

议下,三所历史相通、愿景相同的大学成功举办“山
海论坛”系列论坛,论坛旨在汇集两岸优势学科顶尖

学者,促进三校合作,共同提升三校的研究水平,论
坛取得良好成效.此后,厦门大学出台«山海基金管

理办法»,统筹校内资源,资助校内学者与台湾高校

的优秀学者开展的合作项目,资助项目主要围绕两

岸科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培育了一批中青年

学者,为海峡联合基金的申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部
分学者成为了后续海峡联合基金的申请人和项目

骨干.

４　总结与展望

海峡联合基金的实施对促进福建省乃至海峡西

岸经济区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为两岸科技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研究平台,推动

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岸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优势互补,成为海峡两岸科技发展的加速器,
获得广泛认可.

海峡联合基金自２０１１年起已成功执行满两届,
福建省从２０２１年起正式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

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区域联合基金”),
希望在未来区域联合基金的实施过程中用好海峡联

合基金的成功经验,继续传承海峡联合基金的使命

和精神,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加强如下几方面工作.
(１)继续鼓励和支持与台湾地区科研人员开展

实质性合作.特殊区位赋予福建和厦门的“海峡、海
丝、海洋”等独特的特色地缘优势,两岸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众多相似的问题,建议区域联合基金在在资

助政策、指南制定等方面,继续鼓励、支持申请人与

台湾地区科研人员开展实质性合作的项目,继续吸

引和集聚全国一流的科技人才,围绕区域发展中的

紧迫重大需求,与福建省内具有一定实力的科研机

构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２)丰富区域联合基金项目资助体系.建议采

取分层次多样化的资助体系,设置“重点支持项目”
“集成项目”等多种项目类型,还可探索实施“揭榜挂

帅”制度,不论资历、不设门槛、选贤任能、唯求实

效[８],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参与到区域联

合基金中来,为海峡两岸科技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３)完善区域联合基金指南制定机制.注重顶

层设计,探索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指南

制定方式,探索建立稳定咨询专家队伍,可考虑引入

省外专家,提高指南编制工作科学性、针对性,创新

区域联合基金的精准引导模式.
(４)建立区域联合基金成果贯通机制.区域联

合基金是聚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紧紧围绕

地区的特色和需求而设立的联合基金,建议区域联

合基金可探索支持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研

究的延续性项目,打通从基础研究产出成果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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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化的过程通道.此外,还可通过召开官方

的成果对接会等方式,将联合基金产出的成果效用

最大化.最终建立联合基金的成果贯通机制,更好

的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５)加强研究项目的过程管理.对项目实施绩

效开展评价,可探索延续资助和滚动资助机制;召开

项目联合资助方、项目依托单位、项目负责人及合作

者交流会,发挥地域优势,构建常态化的交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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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intFundisasuccessfulmodelofadiversifiedinvestmentmodeof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NSFC)forbasicresearchinthenewperiod．In２０１１,NSFCandtheFujianProvince
PeoplesGovernmentestablishedaJointFundforpromoting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ooperationacross
theTaiwanStraits．ThisabeneficialplatformforcrossＧStrait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cooperationand
talentexchange,andhas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improvingtheinnovationabilityandeconomic
andsocialdevelopmentofFujianprovince．In２０２０,theagreementonthecollaborativefundforpromoting
scienceandtechnologyacrosstheTaiwanStraitexpired,thustheFujianprovincejoinedthecollaborative
fundforregion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byNSFC．５７keysupportedprojectsunderthecollaborative
fundforpromotingcrossＧstraitscienceandtechnologycooperationassumedbyXiamenUniversitywere
takenastheresearch objectsinthispaper,soastocarry outstatisticalanalysisof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outcome．Then,theexperienceandpracticeoftheuniversity weresummarized with
recommendationsforthefuturemanagementoftheregionalinnovationanddevelopmentcollaborativefund．

Keywords　JointFundforpromotingcrossＧstraitcooper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implementation
outcome;experienceandpractic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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