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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联合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地方政府共同设立的基金项目,旨在建立

基础研究资助的新模式和新方法.本文梳理分析了 NSFC—云南联合基金自设立以来的资助分布

情况、项目合作情况等,展示了联合基金项目在解决地区重大科研问题、创建云南基础研究资助新

模式、培养地方基础人才队伍、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并进一步针对区域创

新联合基金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发展对策,为基金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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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云南省乃至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推进云南省相关学科领域进步,２００８年４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
与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设立联合基金的协议

书»,约定自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年双方每年各出资１５００
万元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云南省人民政

府联合基金(以下简称“NSFC—云南联合基金”).

NSFC—云南联合基金第一期到期后,自然科学基金

委与云南省人民政府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９月和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签署第二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和第三期(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协议书[１],主要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健

康”等四个领域,吸引和凝聚全国范围的优秀科学家

开展基础研究.

NSFC—云南联合基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地

方政府设立的第二个联合基金,在分析地区联合基

金的成效与管理经验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在当前区

域联合基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助于总结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地方政府在探索区域联合基金的创新性

做法,推动区域联合基金的进一步改革.本文分析

了 NSFC—云南联合基金自设立以来的发展情况、
管理经验与资助成效,提出未来的发展思路,为区域

王学勤　博士,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

记、厅长.

苑怡　博士,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助理研

究员,副高 级 评 估 师,主 要 研 究 方 向 为 科

技评估、绩 效 评 价、创 新 政 策 等.在 自 然

基金绩效评价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主持和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项,负责撰

写或参与撰写评估和研究报告２０余篇.

联合基金的管理与改革提供参考.

１　研究基础和方法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开展了地区联合基金的资助

状况和资助效率的分析,多数是基于地区联合基金

资助项 目 的 数 据 统 计,从 被 资 助 项 目 的 领 域 分

布[１４]、区域分布[１]、合作程度[１４]、依托单位性质[１,２]

以及项目负责人的特征[２,３,５]等方面对地区联合基金

的资助成效进行分析,总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

的政策建议;也有一些研究从特殊的角度,如跨省域

合作[６,７]或者不同地区的创新环境[８]对被资助项目

的效率进行评价;还有研究针对地区联合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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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功能,如对地区联合基金项目科研人才成长

的关键因素进行剖析[９].总体上看,这些研究从不

同层面和角度表明地区联合基金在加强地区基础研

究、培养优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从 NSFC—云南联合基金的功能与定位出

发,研究内容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对 NSFC—
云南联合基金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资助的项目进行回顾

分析.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统计

分析 NSFC—云南联合基金设立以来的项目整体资

助情况、资助趋势以及资助分布情况.二是资助成

效分析.一方面,通过整理２００８—２０１９年 NSFC—
云南联合基金资助的重点支持项目,总结其在解决

重大科研问题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问题等地方所

取得的成效,并运用典型案例描述说明.另一方面,
从总结 NSFC—云南联合基金资助项目绩效角度,
利用论文、专利、科技奖励以及项目合作等数据信

息,分析 NSFC—云南联合基金对提升本地自主创

新能力和集聚优秀人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等方面

取得 的 成 效.三 是 发 展 趋 势 分 析.通 过 回 顾

NSFC—云南联合基金设立以来发展情况和分析其

发展面临的挑战,探索地区联合基金的发展趋势.
为系统的总结分析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

的资助成效,本文综合采用项目数据分析、问卷调

查、实地调研和专家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一是根

据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发布的各年度资助项目统

计、历年年度报告以及历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指南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二是对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所

有 NSFC—云南联合基金结题项目负责人开展问卷

调查;三是实地调研部分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

目依托单位以及云南省科技厅,与项目负责人和科

研管理者进行座谈交流.

２　基金资助基本情况

２．１　基金情况简介

NSFC—云南联合基金第一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投入总经费１．９亿元,第二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投入

总经费２．５亿元,第三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计划投入

总经费３亿元,经费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云南省政

府按照１∶１的比例承担.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NSFC—
云南联合基金共资助了２７２项项目,累计投入项目

经费６．２亿元.资助项目主要分布于生物多样性保

护、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

新材料４个领域.

２．２　资助布局分析

２．２．１　申请立项及资助率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NSFC—云南联合基金共接受

项目申请２１２４项,获资助２７２项,平均每年立项

２０．９２项,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７２万

元/项,增长为２０２０年的２１３万元/项(２０１５年后项

目仅包含直接经费).其中,第一期共立项资助了

１００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约１８７万元/项;第二期

共资助１０５项,平均资助强度约２０８万元/项;第三

期(２０１８、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共资助了６７项,平均资助强度

上涨为２１７万元/项,见图１.总体上,NSFC—云南联

合基金资助项数基本保持稳定,资助强度稳步提升.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NSFC—云南联合基金

项目申请立项及资助情况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率

(A)和NSFC—云南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资助率(B)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的

年均资助率为１３．０５％,远低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的年平均资助率２０．４８％.NSFC—云南

联合基金项目在 ２０１０ 年资助率最低,为 ９．８％,

２０１２年资助率最高,为１９．４％;而同期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率最低为２０１１年的１７％,
资助率最高为２００８年的２２．７％,如图２所示.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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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FC—云南联合基金的资助率相对低,面对云南地

区的基础研究需求,尚需进一步加强支持力度.

２．２．２　资助领域分布情况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NSFC—云南联合基金重点支持

人口与健康、资源与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矿产资

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等四大领域的基础研究.如

图３所示,人口与健康领域在获资助项目中占比最

大,达到了８４项,占总资助项目的３１％,生物多样

性保护领域(７２项)占２６％;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

材料领域(６５项)占２４％,资源与环境领域获资助的

项目数占１８％(４９项).可以看出,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云南联合基金四大领域的资助项目数基本维持平稳

态势,在人口与健康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和矿

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领域的资助经费均有一定

的增加.总体上,云南的基础研究学科体系具备一

定梯次,相关主要学科得到均衡发展.同时,资助领

域的相对稳定也体现出对国家和地方战略变化的响

应还有待完善.

图３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

各领域资助项数占比情况

２．２．３　地区分布情况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具有一定的属地性,
同时也吸引了基础研究水平领先省市的科研机构积

极参与,如北京、上海、广东等.从项目依托单位所

处区域分布来看,云南省牵头项目１７９项,占资助总

项目数的６５．８％;云南省外单位牵头的项目数共计

９３项,占比３４．２％,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辽宁,
分别为３２项、１５项和９项,见图４.

来自云南省外的项目承担单位共计６４家,包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２７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及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２０家科

研院所.NSFC—云南联合基金在全国的知名度和

影响面不断扩大,成为吸引全国一流科研人员参与

云南自主创新的有力平台.

２．２．４　项目合作情况

图４　NSFC—云南联合基金(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重点支持

项目依托单位地区分布情况(前十位)

表１　NSFC—云南联合基金第一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第二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和第三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项目省内外合作情况(百分比/％)

省内外

合作情况

第一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
第二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第三期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云南独立 ２５．０ ３１．４ １９．４
云南—云南 １２．０ ９．５ １４．９
云南—省外 ３８．０ ２１．９ ２２．４
省外独立 ５．０ ４．８ １．５
省外—云南 １８．０ ３２．４ ３８．８
省外—省外 ２．０ — ３．０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NSFC—云南联合基金共计资

助项目２７２项,其中云南省内外合作研究１５４项,年
平均占比为５６．６％.从项目组织实施的方式出发,
省内外的合作形式可分为６种:云南本地的科研机

构独立主持(简称“云南独立”)、云南本地的科研机

构合作完成(简称“云南—云南”)、云南科研机构牵

头省外机构参与(简称“云南—省外”)、云南省外科

研机构独立主持(简称“省外独立”)、云南省外机构

牵头云南科研机构参与(简称“省外—云南”)、云南

省外科研机构牵头并有省外科研机构参与(简称“省
外—省外”).“云南—省外”和“省外—云南”两种省

内外的合作形式在项目执行中占据主体地位,第一

期(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第二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和第三

期(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省内外合作研究占比分别为

５６．０％、５４．３％和６１．２％,该占比整体上有所提升,
如表１所示.这种省内外的合作形式体现了N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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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联合基金立足云南本地科研力量、吸引全国优

秀人才的宗旨.

２．２．５　人才年龄分布情况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负责

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７．５岁,其中４６~５０岁的项目负

责人最多,为７４人,占比２７．２１％,其次是４１~４５岁

和５１~５５岁的项目负责人,分别为６３和５８人,占
比分别为２３．１６％和２１．３２％,即４１~５５岁的项目

负责人占比７１．７％.另外,３１~４０岁的项目负责人

共计４８人,占比１７．６５％.整体上,NSFC—云南联

合基金项目负责人的年龄结构整体上较为合理,呈
现老中青结合,既有“领头羊”主角人物,又有“传帮

带”中坚力量,还有“小荷尖”年轻人才.不仅培养了

一批攻坚克难的科学家,而且储备了一批具有发展

潜力的青年人才.

图５　NSFC—云南联合基金(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

项目负责人年龄分布情况

２．３　管理措施

地区联合基金管理主体包括自然科学基金委、
地方政府和依托单位.在 NSFC—云南联合基金执

行过程中,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开展联合资助,协调

云南省科技厅协同做好项目指南编写、项目申请与

评审、过程管理和成果管理等工作.云南省科技厅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指导下,开展了创新性的项目

管理工作.
一是注重项目指南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项目指

南征集是 NSFC—云南联合基金体现需求牵引的重

要环节.在项目指南制定过程中,由云南省科技厅

将指南需求下发给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及有关企业

提出指南需求并征集建议,结合国家对云南的定位

及云南省政府规划,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年度项目指南,并组织专家论证后报送自然科

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基金发展规划、联
合基金协议及云南省科技厅的年度指南建议,修改

完善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指南,并在集中受

理前予以公布.
二是规范组织项目申请与评审.自然科学基金

委建立了规范的项目申请与评审的程序与制度,主
要包括三个基本环节:受理项目申请、资助开展评

审、批准资助项目.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通常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申请阶段受理项目申请,
评审分为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两个阶段.会议评审

通常单独组织,在会议评审结束后,自然科学基金委

与云南省科技厅召开联合基金管理委员会工作会

议,审议和批准各领域拟资助项目.
三是在项目实施中积极发挥联合协助作用.在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自然科学基

金委会同云南省科技厅共同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管

理与监督,如对项目开展中期检查和结题审查.云

南省科技厅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项目

管理办法»,在指南申请受理、评审批准、中期检查、
结题报告等过程均作为资助方参加.依托单位对项

目实施开展过程管理.依托单位均按照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相应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等项目类型的要

求,对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开展了过程管理,
严格把控经费的使用情况,力求将每一分经费都落到

实处.云南省科技厅通过定期的联席工作会议或者联

合基金管理委员会沟通协调及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

题,并进行集中统一答辩评审、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

３　 资助绩效分析

３．１　始终坚持和发挥NSFC—云南联合基金战略定

位与作用

NSFC—云南联合基金的设立是自然科学基金

委与地方政府积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和提升区域

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

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选择.由于云南省总体基础科研水平较北京、
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低,在创新驱动发展背

景之下,云南省的自主创新能力迫切需要提升.

NSFC—云南联合基金是云南省政府对基础研究做

出的前瞻性部署,发挥了“旗帜”作用.１３年来,

NSFC—云南联合基金坚持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国家和地方持续多元投入基础研究,促进云

南本地科研单位与全国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

积极合作,推动云南省科技创新能力与管理服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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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断提升.

３．２　致力于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问题

NSFC—云南联合基金通过地方“出题”,通过吸

引全国有研究能力的科研团队关注并积极参与解决

地方发展面临的各类科学问题,借助学科交叉融合

和广泛合作交流,形成了一批基础研究重要成果并

实现了成果的转移转化.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目前已形成多个云南

生物学和农学特有物种学科研究方向.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西南山地大型经济真菌的群体遗

传学与保护研究”项目分离保存大型经济真菌１５０
余种共３２６１株,建立了西南山地大型经济真菌菌种

库,对毒菌中毒预防和新资源挖掘与利用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红骨山羊骨骼主要

矿物元素沉积规律及代谢机理研究”项目,首次建立

了山羊股骨和胫骨生物力学试验的三点弯曲试验方

法以及山羊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体外分离、诱导

方法.
在矿产资源利用方面,解决多项制约铝、锡、铜

等金属冶炼产业发展的关键科学难题.昆明理工大

学“铝土矿真空还原歧化法制备金属铝研究”项目,
提出的铝土矿真空碳热氯化歧化制备金属铝的新思

路,可以显著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并减少污染.昆明

贵金属研究所“稀贵金属合金系的相结构与性能研

究”项目建立了稀贵金属合金成分、相结构、性能的

优化设计理论体系,为高性能新型稀贵金属合金的

设计和研制奠定理论和应用基础.西安理工大学

“多元多尺度颗粒晶须混杂增强铜基复合材料的可

控制备研究”项目通过产学研合作,与多家云南本

省及省外企业合作开发铜基复合材料等产业化

技术.
在健康领域,对本地医药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服

务民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云
南省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病原生态学与流行病学研

究”项目,通过广泛采样,建立病毒宏基因组学和对

蝙蝠样品进行了大规模检测,结果检测到５８种病毒

的基因序列,鉴定出一系列具有公共卫生意义的新

型哺乳动物病毒.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阿
片成瘾及戒断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等项目,通过研究

阻断组合突触可塑性等技术,筛选具有阻断成瘾行

为的活性天然小分子化合物,为预防和治疗阿片成

瘾和复吸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
在资源环境领域,针对本地区及周边地区地质

灾害影响开展研究,为多项重大工程顺利施工提供

支撑.昆明理工大学的“P２β大型高速远程滑坡 碎

屑流灾害的孕育过程及发生机理”项目在执行过程

中,曾多次参与云南境内系列大型工程咨询.项目

建议的大理—永胜高速公里金沙江大桥右岸桥基位

置已被采用.云南大学“川滇地区壳幔变形特征与

动力学背景研究”项目选取收集四川台网、云南台网

和重庆台网１３７个台站的宽频数字化远震记录,通
过反演等技术建立了川滇地区的地壳上地幔结构

图像.

３．３　持续资助地方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养

NSFC—云南联合基金的实施,使本地研究团队

在自然基金的平台上,通过与全国同行竞争才能获

得项目资助,这种机制让地方基础研究团队可以持

续提升自身研究能力.NSFC—云南联合基金省内

依托单位主要包括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大学、中国科

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大学

等,参与申请联合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不乏清华大

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等优势

高校单位,通过联合研究的机制加速了云南本地人

才队伍的快速成长.

NSFC—云南联合基金资助培养了一批云南拔

尖人才和科研团队.NSFC—云南联合基金在引导

科研人员围绕云南省以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科技

发展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方面发挥重大作

用的同时,有效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并组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科团队.NSFC—云

南联合基金项目结题材料显示,在项目实施期间多

位项目负责人成长为学术领军人才和学术带头人,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７人),中国工程院院士(４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３２人),青年学

术带头人(１０５人);项目共培养博士后８１人,博士

生８７６人,硕士生１４５７人,对云南省科研团队发展

和人才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郝小江院士长期从事植物化学

及化学生物学研究,开辟了我国植物化学和天然药

物化学研究的科研新路,创新成果在国际天然产物

科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２０１９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

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昆明医科大学何黎教授在

获得项目资助后,项目组所在团队获得云南省创新

团队一等奖,何黎教授成为中华医学会全国痤疮研

究中心首席专家,２０２０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创新奖,组内教师入选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

尖人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NSFC—云南联合基金集聚全国优秀人才,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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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外学术交流平台.NSFC—云南联合基金结题

项目中,合作申请项目有 １１３ 项,占项目总数的

６８．９０％.在这些合作项目中,省内省外合作项目有

９５ 项,占 合 作 项 目 的 ８４．０７％.除 云 南 省 外,

NSFC—云南联合基金还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辽
宁、广东、湖北等１４个省区共计５１个高校、科研院

所的积极参与,占项目总量的３１％.具体来说,项
目依托单位包括云南省内知名大学、中国科学院驻

滇单位,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
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积极参与.
项目结题材料显示,共培养中国科学院院士４人,中
国工程院院士２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１３人.NSFC—云南联合基金的省内外合作模式体

现了科研人员面对同一道“难题”,共同发力协同攻

关的精神.因此,NSFC—云南联合基金在为省内外

科研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吸引省外优秀的科研

人员更好地为云南建言献策的同时,也给予当地科

研人员学习先进科学方法和解决关键问题理论基础

和科学依据的宝贵机会.

３．４　科研产出实现不断积累,本地科技创新能力明

显提升

通过 NSFC—云南联合基金资助,产生了一批

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一流学术成果,有效提升了云

南省科技创新能力.在论文产出方面,NSFC—云南

联合基金在研和已结题项目共发表SCI论文４５０７
篇,论文产出和影响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成果转

化方面,结题项目共申请专利６１８件,获得授权４２４
件.项目成果转化作为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关键”,充分展现了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快

速发展.科技奖励制度作为促进国家科学发展和技

术创新的重要机制,能够引导科技创新围绕国家、地
区发展战略发力.在国家级科技奖励方面,４个科

研团队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个科研团

队获得国家级发明奖二等奖;在省级科技奖励方面,

１１个科研团队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１６个

科研团队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５个科研

团队获得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二等奖,８个科研团队

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通过 NSFC—云南联合基金资助,提升了省内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承 担 重 大 科 研 项 目 的 能 力.

NSFC—云南联合基金立足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需求,围绕基础研究的重大科技问题与关键核

心问题,聚焦全国优势科技资源,采取连续支持的机

制和模式,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与环境、人口与

健康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四大学科领域的

重大科技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果,有效提升了云南

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力.NSFC—云南联合基

金设立以来,部分项目负责人后续得到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８６３计划)、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支持,进一步

强化了省内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大项目的能力.如

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师范

大学、昆明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

热带植物园、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和昆明贵金属研究

所在项目承担方面有着良好表现.

３．５　NSFC—云南联合基金增强了地方基础研究管

理能力

NSFC—云南联合基金的设立实现了国家引导

地方支持基础研究新模式的探索,在引导科学家们

关注和解决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基础研究问题的

同时,也引导和促进了区域内基础研究资助的新模

式.具体来看,云南省基础研究资助的新模式主要

表现为:由 NSFC—云南联合基金充分发挥旗帜作

用,云南省科技厅和地方高校建设联合专项基金,着
力提升当地高校科学研究水平,带动省内相关学科

领域 基 础 研 究 水 平 的 攀 升.目 前,已 经 形 成 了

NSFC—云南联合基金与云南省科技厅—云南大学

“双一流”建设联合基金、云南省地方高校(部分)基
础研究联合专项、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昆明医科大

学应用基础研究联合专项资金和云南省科学技术

厅—云南中医药大学应用基础研究联合专项资金这

四项小联合基金协同资助的新格局.

４　进一步发展思路

４．１　问题与挑战

４．１．１　新形势下联合基金如何转型发展

２０１８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湖
南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吉林省人民政府共

同发起设立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基金将聚焦区

域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围绕地区的特色和需求,聚
焦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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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和２０２０年,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等省(自治区、直
辖市)也相继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目前参与

的地方政府已达到２０多个,联合基金资助体系已形

成新的发展形势.在第三期资助协议完成后,云南

省需考虑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而这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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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带来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依据区域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资金统一投入模式管理,自然科学基金

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的资助比例将由 １∶１ 变为

１∶３,云南省基础研究资金投入的压力变大;另一方

面,云南省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后其发展定

位与管理模式如何调整将成为另一大挑战.

４．１．２　联合基金如何致力于国家战略和云南省发

展的新要求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云南省的

三大定位是“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云南省主动服务

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发布了省“十四五”规划,统筹

推进重点产业发展、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
当前云南省的发展面临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

作用仍然不强、产品大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规模较小等问题,这些都是云南

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突出矛

盾和重要问题.联合基金如何调整以更好发挥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支撑国家对云南省的战略定

位和云南省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 NSFC—云南联合基金面临

的又一重大挑战.

４．１．３　联合基金的科技成果转化还需进一步加强

在调研过程中发现,NSFC—云南联合成果中的

专利真正实现转让、许可转化的比例并不高.在联

合基金的资助下,云南省每年也拥有不少包括专利

在内的科研成果,但科研成果向新产品、新工艺、新
服务的技术转化能力较弱,甚至存在技术外流孵化

的现象.如何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和平台建

设、支持专业化人才队伍壮大,从而提升科技成果转

化率,是联合基金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４．１．４　联合基金项目管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 NSFC—云南联合基金项目协同发展还需

进一步优化.该项目能够为科研人员在先前研究的

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开拓其研究领域提供了重要的资

金支持和平台建设,而在项目结题后,虽存在其他支

持项目,但是没有协同推进更深层次的研究,如何加

强 NSFC—云南联合基金同地方及产业部门的协同

创新是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是需要优化完

善面向青年人才的资助策略,提出青年人才遴选的

有效机制.三是部分项目进展与成果跟踪还需进一

步加强.

４．２　发展思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突出落实好“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

展”“安全”等关键词,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为云南省的跨越式发展指明了方

向,赋予了云南省新的责任和定位.云南省作为建

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

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应当深入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国

家战略.鉴于当前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NSFC—云

南联合基金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满足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本文针对 NSFC—云南联合基金１３周年

的实施情况,基于调研资料和统计数据分析,对于改

进联合基金资助与管理的格局,以及面向下一步将

加入区域创新联合发展基金的考虑,从资助规划、顶
层设计、资助力度、科研能力建设、创新成果转化方

式、项目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如下建议:

４．２．１　完善项目资助规划,做好顶层设计

NSFC—云南联合基金作为云南省产业发展的

“助推器”,应当做好顶层设计,构建完备的项目资助

规划,适当提高资助规模.在资助的学科领域方面,
应根据国家和云南省战略发展需求,进一步拓展资

助领域.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支撑方面,应通

过联合基金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

域合作,探索研究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

合作架构.在云南省的重点规划发展领域,考虑增

加对信息技术领域、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数字经济领

域等前沿交叉领域的资助,支撑云南省“十四五”科
技创新规划的实施.

４．２．２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强化科研能力建设和省

内外合作机制

云南省应进一步加强发现和挖掘有较大发展潜

力的青年人才资源,在联合基金中设立青年科学家

项目,加强对全省中、青年人才的培养与资助,以提

升他们未来承担高水平基础研究项目的能力,真正

从源头做好全省基础研究的支撑.进一步优化省内

外合作机制,设立常规的年度交流合作论坛,加大对

引进人才的支持力度,吸引更多的科研人员为地方

发展建言献策,力争整体学术水平位于西部地区

前列.

４．２．３　探索面向应用的成果转化方式,加强科普

宣传

一方面,政府应注重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特殊

制度设计,如以“揭榜制”等方式组织开展成果转

化应用,拓宽联合基金转化运用渠道,出台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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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措施,实现基础研究与知识产权的有机结

合,有效推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应在

项目任务书中增加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和宣传的

要求,不仅能激励科研人员主动推动研究成果的扩

散,还能提升联合基金知名度和感知力,积极开展

成果对接.

４．２．４　优化项目过程管理,加强信息交流反馈

在财务管理方面,试点采用“包干制”的财务管

理制度.协调科研人员和财务审批专家,修订经费

管理规则,提高经费使用的灵活性.在项目评价方

面,项目结题考核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更加明确

项目成果考核的意义和注意项目成果的实用价值,
进一步降低唯论文的评价影响.在协调管理方面,
加强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云南省科技厅的信息双向沟

通和反馈,并增加云南省科技厅的项目管理权限,增
强地方政府对项目成果的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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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gionalJointFundisakindoffundprojectjointlyestablishedbytheNationalNatural
ScienceFoundationofChinaandlocalgovernments,aimingtoestablishanewmodelandmethodforbasic
researchfundings．ThispaperreviewsthefundlayoutandprojectmanagementofNSFC—YunnanJoint
Fundsinceitsestablishmentin２００８,andshowstheachievementsincludingsolving majorresearch
problemsinYunnan,creatinganewmodelofregionalbasicresearchfunding,traininglocalbasictalents,

andimprovingregionalindependentinnovationability．Then,thepaperputsforwardthecountermeasures
inviewoftheproblemsandchallengesoftheJoint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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