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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２０２１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工作情况,分析了各类项目申请与

受理情况、评审与资助情况,并提出下一年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关键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审;申请情况;资助情况

２０２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自然科学基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特别是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

示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坚
持“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扎实推进科学基金系统

性改革,持续改进项目管理,按计划完成了全年各类

项目的申请、受理、评审和资助工作.

１　申请与受理情况

２０２１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

２８７３２３项,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２．１９％[１],增幅较２０２０
年的１２．１９％降低１０％.其中,在项目申请集中接

收期间,共接收２３６４个依托单位提交的１３类项目

申请２７６７１５项,同比增加７０４４项,增幅为２．６１％,
较２０２０年的１２．０３％降低９．４２％.申请数量增速

大幅放缓,一是表明政策引导取得成效,近年来,自
然科学基金委通过明确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
实施分类申请与评审、呼吁依托单位重视提高项目

申请质量等措施,注重引导提高项目申请质量,部分

依托单位“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得以转变;二是限

项申请规定调整效果开始显现,２０２０年,自然科学

基金委落实«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

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开始实施“高级职称人员

同时负责和参与的项目总数限２项”的措施,对于抑

制申请量过快增长起到一定作用.
经初步审查,２０２１年共受理项目申请２８５０４５

项;不 予 受 理 ２２７８ 项,占 接 收 项 目 申 请 总 数 的

０．７９％.与２０２０年相比,不予受理项目数量减少２３３
项,不予受理项目占比减少０．１％,项目申请的规范性

进一步提高.在不予受理的项目申请中,“未按要求

提供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伦理委员会证明

等”“研究期限填写错误”“申请代码或研究领域选择

错误”是主要的不予受理原因.根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条例»规定,共受理复审申请１８３项;经审查,维
持原不予受理决定１７３项;原不予受理决定有误、重
新送审的１０项,占全部不予受理项目的０．４４％.

２０２１年,自然科学基金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持续简化项目申请和初审要求,进一步减轻科研

人员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一是全面实

行无纸化申请.申请人在线填写申请书,并上传电

子版附件材料;依托单位只需在线确认电子申请书

及附件材料,并在线提交本单位项目申请清单,无须

报送纸质申请材料.二是简化依托单位项目申请承

诺工作程序.由原来的每批次申请项目均需承诺,
改为一年只需承诺一次,且将提交承诺书作为本年

度本单位提交项目申请的前置条件.三是不断简化

申请材料要求.主要参与者中的境外人员,在项目

申请阶段不再需要提供知情同意书,而是项目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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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随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一并报送.四是进一

步优化初审要点和初审方式.系统梳理不予受理原

因条目,进一步明确初审要点,不断增强管理的统一

性和规范性;同时,充分发挥信息系统辅助功能,将
部分初审要求进行前端控制,并按照能简则简的原

则开展人工核查.

２　评审与资助情况

经过评审和审批程序,２０２１年共批准资助各类

项目４８９６２项,经费合计３１１６８４５．５１万元.

２．１　稳定支持自主选题类研究,厚植科技创新土壤

坚持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的功能定

位,确保自主选题类研究投入保持在合理区间,不断

增强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活力.全年资助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共４３８２９
项,批准经费合计１８５１９９３万元,占批准经费总量

的５９．４２％.其中,资助面上项目１９４２０项,直接费

用１１０８７０３万元,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

发展;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１０７２项,资助经费

６２８２５０万元,培养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独立主持科研

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强化培育基础研究后继

人才;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３３３７项,直接费用

１１５０４０万元,培养和扶植特定地区的科学技术人

员,稳定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经

济、社会发展服务.

２．２　聚焦科学前沿和重大需求,深入凝练科学问

题,着力培育突破性研究成果

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

求,深入凝练关键科学问题,系统部署开展创新性研

究,着力推动相关领域取得突破.２０２１年,资助重

点项目７４０项,直接费用２１５２１３万元;资助重大项

目５２项,直接费用７６２３３．１６万元;正在实施的３０
个重 大 研 究 计 划 共 资 助 项 目 ３８８ 项,直 接 费 用

７５４６８．４万元.

２．３　加大原创探索计划实施力度,强化资助原创学

术思想

深入实施原创探索计划,优化调整限项规定,进
一步鼓励申请,引导和激励广大科研人员投身原创

性基础研究工作.先后发布“肿瘤免疫与肿瘤代谢”
等７个指南引导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２０２１
年共 资 助 原 创 探 索 计 划 项 目 １５１ 项,直 接 费 用

３０９７６万元.其中,资助专家推荐类项目４７项,直
接费用９６９０万元;资助指南引导类项目１０４项,直
接费用２１２８６万元.与２０２０年相比,资助项目总数

增加９８项,增幅１８５％.遴选资助了一批原创性

强、研究潜力大的项目,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关注度

和影响力初步显现.

２．４　打造新颖研究工具,助推产生重大原创成果

以科学目标为导向,资助原创性科研仪器与核

心部件的研制,提升我国科研仪器自主研发能力,为
科研人员探索自然规律、开拓研究领域提供新颖研

究手段,助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２０２１年,
资助“分子框架电子动量谱仪”等自由申请类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７５项,直接费用６０９３４．３６万

元;资助“２．５米大视场高分辨率太阳望远镜”等部

门推荐类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４项,直接费

用３３７０８．５６万元.

２．５　加强学科交叉,推动科研范式变革

资助综合性、复杂性问题驱动的多学科交叉研

究,探索新的科研范式,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

果,培养交叉科学创新人才和团队,提升我国交叉科

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２０２１年,交叉科

学部共资助项目４７项,经费３０８９２．５万元;新批准

启动“多物理场高效飞行科学基础与调控机理”“可
解释、可通用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方法”两个重大研究

计划.同时,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新时期科学基金

的资助导向要求,共资助“共性导向、交叉融通”类项

目２３３７项,大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２．６　优化和升级人才资助体系,助力优秀人才成长

自然科学基金委持续推进人才资助体系升级,
优化资助政策,打造科学有效、功能完整的基础研究

人才资助体系,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效支撑.
一是加大人才项目资助规模,助推人才快速成长.
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规模增加２７９６项,为更多

青年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提供及时支持,培养青

年人才后备军.稳步增加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

助强度,每项由１５０万元增加到２００万元.二是营

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在总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实行包干制的基础上,
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纳入包干制的实施范

围,更好地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２０２１年

共有２２０３１项人才项目实行包干制,涉及总经费约

８８０５７０万元.三是拓展海外引智功能,吸纳全球基

础研究优秀人才.将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拓

展为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包括外国青年学者项

目、外国优秀青年学者项目和外国资深学者项目,建
立涵盖全年龄段、各层次水平的外国学者资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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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共资助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２５６项,资
助经费１５６４９．８７万元.四是落实加强人才计划统

筹衔接的工作要求.继续加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其他科技人

才计划的统筹衔接,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支持,
营造有利于潜心向学的良好氛围和学风.

２０２１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６２０项,资助经费１２４０００万元;资助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港澳)２５项,资助经费５０００万元;
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３１４项,资助经费

１２３３２０万元;资助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４２项,直接费

用４１４００万元;资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１７项,直接

费用１０１０００万元.

２．７　拓展多元投入,促进协同创新

自然科学基金委充分发挥科学基金的导向作

用,引导与整合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吸引和集聚

全国优势科研力量,解决地方、行业和企业发展中的

关键和共性问题中的科学问题,推动相关区域、行业

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２０２１年,内蒙古自治

区、海南、山东等省份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国家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加入企业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设立铁

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

期内联合资助方将投入７３．５５亿元;９家企业加入

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期内联合资助方将投

入１８．９４亿元;与６个行业部门设立联合基金,协议

期内联合资助方将投入２１．５亿元.新时期联合基

金模式下共吸引委外资金１１３．９９亿元,多元投入机

制初步建成.
包含正在实施的其他联合基金在内,２０２１年１３

个联合基金共接收项目申请３８５８项;资助项目９１１
项,比２０２０年减少１７３项,降幅为１５．９６％;资助直

接费用２４０９２９．７１万元,比２０２０年增加２１７９．３１万

元,增幅为０．９１％.

３　评审与资助工作特点

２０２１年,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与资助工作总体呈

现出以下特点:
(１)深入推进基于板块的资助管理改革.在资

源配置机制方面,建立两级资源配置模式,实行经费

分类管理,赋予各板块充足的调配自由度,鼓励其根

据学科特点和发展需求自主安排经费使用.在项目

评审和资助方面,各科学部结合学科特点和资助需

要,努力探索构建新的评审评价指标体系和项目管

理模式,为深入推进基于板块的资助布局改革积累

了宝贵经验.
(２)扎实推进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

请与分类评审.绝大多数的项目类型实行分类申

请,分类申请项目占比达到９８．１％.面上项目、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项目开展分类评审,占比超

过８５％.为做好宣传引导,将科学问题属性案例库

中案例扩展至９４个,继续更新宣讲视频;在评审会

议上,以不同形式向评审专家宣讲了四类科学问题

属性的具体内涵和评审要点.申请人选择科学问题

属性更加理性,评审专家进一步关心和重视按照科

学问题属性进行评审.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在

提高项目申请和评审质量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３) 稳 步 试 点 “负 责 任、讲 信 誉、计 贡 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
评审机制.在８个学部４５个学科中试点 RCC评审

机制.与２０２０年相比,试点学科数量和试点学科项

目申请量占比均扩大４倍以上.通讯评审专家反馈

评审意见更快捷,评审意见更详细.从总体上看,试
点学科函评意见质量较往年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评审意见更加有理有据.大多数反馈问卷意见的申

请人,包括不予资助项目申请人,认为评审意见对其

“很有帮助”和“有帮助”.
(４)强化资助交叉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基金委

成立交叉科学部,统筹资助交叉科学领域基础研究,
助力提升我国交叉科学领域研究水平.２０２１年,资助

了一批交叉科学领域优秀人才和团队,全年资助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４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１４项,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４项,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２项;资助“复杂人机紧耦合系统的人因安全理论研

究”“海岸带环境变迁与文化文明演替”“濒危药材独

特疗效物质研究”等交叉科学领域重大项目３项.
(５)持续完善评审机制.继续推行代表作评

价,积极探索新的项目评审机制,努力引导正确评价

导向.各科学部结合相关领域项目申请实际情况,
在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的各个关键环节中,按照新

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要求,积极探索和推行符合

本领域发展特点的项目评审模式,不断完善项目评

审机制.
(６)不断提升评审过程信息化支撑能力.选择

三个试点学科,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指派系统,为加快

完善人工智能辅助指派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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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升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使用率,系统指派的

项目数占比、专家数占比和评议数占比等指标均有

所提升.

４　２０２２年工作展望

２０２２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自

然科学基金委将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

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最新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科学基

金系统性改革,突出科研范式变革和科学问题凝练

两个重点,不断提升科学基金资助效能,推动基础研

究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１)加强顶层设计,持续深化资源配置机制改

革.保持自主选题类项目经费占比稳定,稳住基础

研究基本盘.加强重大类型项目部署,提升科学基

金满足国家需求的能力.逐步构建符合资助布局改

革精神的资源配置机制.
(２)持续完善项目评审机制,引导科学评价导

向.深入推进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

评审,引导科研人员准确凝练科学问题,提升项目申

请与评审质量.稳步推进“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评审机制试点工作,不断提升项目评审质量,努力营

造自觉践行负责任评审的良好氛围.
(３)全面升级人才资助体系,加强创新人才培

养.遵循基础研究人才成长规律,持续优化各类人才

项目规模,加大开放力度,助力人才更好、更快成长.
(４)完善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强化资助原创思

想.持续探索符合不同领域特点的项目遴选方式.
调研总结原创探索计划实施情况,探索建立对后续

有望获得突破性原创成果项目的延续资助机制,不
断完善项目管理模式.

(５)稳步资助交叉科学领域,培育重大研究成

果.尊重交叉科学发展规律,顺应科研范式变革,以
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为导向,强化需求牵引,积极做好

交叉科学领域资助工作,培养交叉科学人才和团队,
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拓展共性知识和原理.

(６)持续引导多元投入,扩大联合基金规模.
稳步扩大“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和“企业创新发

展联合基金”合作范围,继续与行业部门做好联合资

助工作;深入研究接收社会或个人捐赠的可行路径

和管理模式.
(７)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项目和资金

管理.进一步简化材料填报要求,努力实现“一表多

用”,逐步研究建立无纸化管理机制,为科研人员提

供更便捷服务.遵循科学研究规律,稳步扩大包干

制实施范围、简化预算编制要求、下放预算调剂权,
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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