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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探索

与有关部门开展联合资助,３０年来逐步拓展与地方政府、科研与行业部门及企业共同出资设立联合

基金.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了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在强化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整合优

化配置科技资源,探索建立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实践,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

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回顾和总结了联合基金的发展历程,梳理了新时期联合基金的改

革思路和工作布局,对未来联合基金的改革和管理工作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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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联合基金发展历程

为解决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问题,吸引社会

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强化基础研究的协同创新发展,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探索与有

关部门开展联合资助,之后逐步拓展与地方政府、科
研与行业部门及企业共同出资设立联合基金.３０
多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与广东、云南、新疆等

地方政府,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

地震局等科研与行业部门以及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石化”)、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多个大型企业

设立了３０多个联合基金,其中部分已经连续签署了

多期合作协议[１].截至２０１８年,累计投入资金１２１．３
亿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委投入５２．４亿元,联合资

助方投入６８．９亿元.共资助项目７７４２项,资助经

费１０９．９１亿元.
联合基金的设立,一方面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平台,引导地方政府、行业部门和企业加大对基

础研究的投入;另一方面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

导向作用,引导科研人员关注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区

域与产业发展需求,解决地方政府、行业部门和企业

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２,３].但是,以往的联合资

助和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期联合基金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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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 划 局 联 合 基 金 管 理

处.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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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一是与各个地方政府、科
研与行业部门及企业分别设立的联合基金管理模式

不统一,资金投入比例不一致[４];二是部分联合基金

开放度不够,导致联合基金平台凝聚全国优势科研

队伍的力量还不足;三是部分联合基金对跨学科交

叉领域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５].针对以上问题,有
必要对联合基金的资助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

２　新时期联合基金的改革举措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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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精神,推动科学基金更好适应基础研究发展需

要,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１８年启动了新时期科学基

金深化改革,明确了新时期联合基金工作的改革思

路,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管理,坚持问题和需求导

向,优化整合现有联合资助布局,创新与行业部门、
地方政府、大型企业等的联合资助模式,推进形成具

有更高资助效能的新时期联合基金资助体系[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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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地方政府或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

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区域创新发展联

合基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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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联合资助工作.新时期联合基金旨在吸引和集聚全

国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区域、行业、企业的紧迫需求,
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新兴前沿交叉领

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培养科

学与技术人才,逐步建立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
促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动产业及重要领域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贡献力量.

２．１　加强统筹设计,规范管理模式

新时期联合基金改革中,通过加强联合基金顶

层设计,逐步实现统一经费使用,统一发布指南,统
一评审程序,统一项目管理.按照新时期联合资助

工作改革方案,对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企业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各联合资助

方当年投入的总经费,按比例总体匹配经费.其中,
与地方政府总体投入经费比例为１∶３;与企业的总

体投入经费比例为１∶４;对与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

联合基金,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行业部门投入经费比

例为１∶２.

２．２　构建多元投入资助体系,充分发挥杠杆效应

截至目前,已有北京等２３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中国石化等９家大

型企业加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水利部等６
个行业部门设立联合基金.协议期内联合资助方投

入经费１１５５９亿元,形成近１５３亿元的联合基金规

模,超出过去３０年联合基金的投入总额,构建了更

加高效开放的新时期基础研究多元投入资助体系.

２．３　面向重大发展战略,解决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

管理,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

发,与区域、企业、行业部门共同支持重大基础性、前
瞻性和创新性研究.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深化与地方的协同合作,支持广东省加入区域创

新发展联合基金,组织全国优势队伍围绕电子信息、
新能源新材料、资源与环境等领域开展协同创新研

究,解决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难题.
与中国气象局共同设立气象联合基金,围绕灾

害性天气机理和预报方法等气象领域的核心科学问

题,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推动气象事

业高质量发展.

２．４　聚焦关键科学问题,强化问题需求导向

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本上是

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

楚.新时期联合基金的定位就是吸引和集聚全国优

势科研力量,着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背后的科

学问题.
为更好地凝练科学问题,各联合资助方紧密围

绕区域发展中的紧迫需求,瞄准企业发展中的瓶颈

问题以及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难点,广泛征集立项领

域和方向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此基础上,组织

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充分论证并发布指南,明确拟解

决的核心和关键科学问题,充分体现国家需求导向.
在这些指南方向中,不乏一些从国家急迫需要

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方向.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２０２０年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的项目指南中及时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疾病

(COVIDＧ１９)发生发展机制及重症化预警和防治的

基础研究”研究方向,为疾病重症化提供早期预警指

标,为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提供理论基础.
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新型的高效清洁能源,是

世界各国力争的未来能源战略制高点.针对南海天

然气的规模开发难以实现的难题,开展南海天然气

水合物成藏机理及安全高效开采机制的研究,为实

现我国南海天然气水合物从试采到规模开发的跨越

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２．５　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开放协同创新

在联合基金的组织实施过程中,自然科学基金

委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注重推动多学科交叉

融合和多技术领域集成创新,汇聚各领域专家,推进

跨学科研究,多角度全方位克难攻关.
一是打破既有学科藩篱,根据需求导向,加强对

跨学科交叉领域研究的支持.通常一个领域内有多

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共同参与.例如,２０２０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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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人口与健康领域就涉及医学、
生命、化学、地球、工程与材料、信息等６个领域.在

项目遴选过程中也由多学科背景及交叉学科专家参

加评审,努力营造推动学科交叉的良好氛围.
二是秉持“面向全国,公平竞争”的原则,公开发

布项目指南,有效克服了地方或部门的“保护主义”
倾向,提升了项目的开放程度,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

科研队伍,充分发挥了联合基金的导向作用.
三是始终坚持“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

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吸引了大批高水平科研人员

参与.２０２０年共收到联合基金项目申请５８０６项,
资助项目１０８４项,平均资助率为１８．６７％,体现出

联合基金项目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性,具备了

为突破重大科学问题匹配优势科研力量的能力.

３　联合基金工作思考

通过新时期联合资助工作的改革,自然科学基

金委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

重要论述精神,整合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建立基础研

究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且成功的尝试.
新时期联合基金虽然达到了一定规模,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

题.下一步,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按照«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
的要求,将前沿探索和需求导向相结合,中央财政投

入、地方财政投入和企业投入资金相结合,坚持“两
条腿走路”,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
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逐步形成基础研究

多元投入新局面.

３．１　稳步拓展联合基金规模

一方面着力引导地方政府、企业和行业继续增

加基础研究投入,特别是在前期与企业合作积累的

丰富经验基础上,通过充分了解并考虑企业实际需

求、研究完善企业出资渠道、明确资助成果知识产权

归属等,进一步提升企业对联合基金投入的积极性,
稳步推进与企业合作的规模;另一方面探索鼓励社

会和个人捐赠基础研究的有效机制,同时探索与民

营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及可能性.

３．２　提升联合基金项目指南水平

聚焦关键科学问题,强化问题需求导向.为更

好地凝练科学问题,各联合资助方紧密围绕区域发

展中的紧迫需求,瞄准企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以及

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难点,广泛征集立项领域和方向

建议.在项目指南的论证过程中,鼓励充分竞争,坚

持公平、公正、公开,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确定立项

领域和遴选项目,避免研究领域过窄导致的“指向

性”较强的问题,切实加强指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杜绝出现“量体裁衣”和“对号入座”的现象.

３．３　确保联合基金评审质量

近年来,不断改进完善联合基金评审工作,根据

研究领域方向进行分组并开展评审,按照科学基金

项目的评审标准严格把关,把握住需求性、科学性和

创新性的原则,遴选出高水平、真正具有创新性,同
时又符合联合基金定位的项目.下一步要加强调研

与研讨,考虑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基础研

究的规律,同时体现各联合资助方的需求和特点,合
理组合,科学评估,准确预判,精准取舍,确保项目规

划与地方、企业、行业需求深度融合,与科技发展需

求相适应,最大限度发挥联合基金的带动引领作用.

３．４　充分发挥联合资助方作用

在项目指南发布过程中,结合地区、行业和企业

的发展需求,广泛征集指南建议,组织专家对项目指

南进行论证,并提出下一年度项目指南建议.在项

目实施过程管理中,加强联合资助方对项目的跟踪

交流,让联合资助方更多地掌握项目进展、创新成

果,促进区域、行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项

目后期管理过程中,让联合资助方充分参与到中期

评估和结题评估的过程中,并在成果的对接、推送和

落地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３．５　持续推进联合基金精准管理

多元投入机制作为联合基金项目的重要特点和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亟需在联合基金管理模式的

构建中得到反映.在统筹管理的基础上,面对多元

化的管理需求引入“精准化管理”的思路,实现规范

引导和协同创新的统一.在联合基金项目成果管理

上,充分评估项目成熟度,即一个技术从概念期、导
入期到成熟期和应用期进行全方位评估,做到心中

有数,在项目成熟期能够及时精准推送.同时不断

完善联合基金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注重对联合基

金项目立项机制、评审和管理模式、实施效果进行整

体评估,将评价结果作为评估联合基金项目立项工

作的重要依据.
通过新时期联合基金工作的改革,自然科学基

金委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

重要论述精神,整合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建立基础研

究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且成功的尝试.
下一步,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继续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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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健康,强化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稳步扩大联

合资助规模,进一步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创新要

素整合,推动基础研究优秀成果的应用贯通和落地

转化,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
为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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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begantoexploreJointFundingwork
withrelevantdepartmentsintheearly１９９０s．Overthepast３０years,ithasgraduallyexpandedtoestablish
JointFundswithlocalgovernments,scientificresearchandindustrydepartmentsandenterprises．In２０１８,

NSFClaunchedtheJointFundreformintheneweraandcarriedoutbeneficialpracticeinstrengthening
demandtractionand problem orientation,integratingandoptimizingtheallocation of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resources,andexploringtheestablishmentofadiversifiedinvestmentmechanismforbasic
research,whichplayedapositiveroleinpromotingthehighＧqualitydevelopmentofbasicresearchinChina．
ThispaperreviewsandsummarizesthedevelopmentprocessoftheJointFunds,combsthereformideas
andworklayoutofJointFundsinthenewperiod,andputsforwardfurtherconsiderationsonthereform
andmanagementoftheJointFundsinthefuture．

Keywords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JointFund;newperiod;reform;diversified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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