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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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部评审工作情况,分析了管理

科学部各类项目申请与受理情况,并提出下一年项目评审的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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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项目申请与受理概况

１．１　项目申请概况

国家自然科学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

委”)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接收各类集中受理项目

和专项项目申请１３０９０项,受理１２９９６项申请,不
予受理９４项.申请情况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可见:(１)２０２１年度接收的面上项目、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项目”)、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地区项目”)申请量分别为４７７２
项、６５１０项和１０４２项,合计１２３２４项申请,较２０２０
年度的申请量略微有所下降,主要是面上项目申请

数量下降８．８８％所致,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的申请

量一直都在增长;(２)重点项目申请量为１４３项,较

２０２０年度下降１７．３４％,与２０１９年度申请量持平;
重 大 项 目 申 请 量 为 １９ 项,比 ２０２０ 年 度 增 加

１８．７５％,近三年重大项目申请量连续增长;(３)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申
请量为１２１项,较２０２０年度的１３８项有所下降,略
高于２０１９年度的１１１项;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项目”)申请量为

２４６项,近３年申请量连续增长;(４)在专项项目

中,“面向国家碳中和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与对

策”专项项目申请量为９２项;科技管理专项申请量

为３８项.

１．２　不予受理项目情况

２０２１年度不予受理申请合计９４项,其中,面上

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不予受理８９项,占申请量

比例为０．７２％;重点项目不予受理１项,占申请量

比例为０．７０％;杰青项目不予受理２项,占申请量

比例为１．６６％;优青项目不予受理２项,占申请量

比例为０．８１％.不予受理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五类:
(１)资助期限未按项目指南规定填写;(２)申请人正

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３)未如实填写

研究生导师或博士后工作经历及合作导师姓名;
(４)代表作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５)未按要求提供

证明材料、推荐信、导师同意函、知情同意函、伦理委

员会证明等.

２　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２１年度管理科学部资助各类项目２０３１项,
资助金额１０１６２２万元.
２．１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９至２０２１年度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

项目资助情况统计如表２所示.
表２可见:(１)面上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７７５项,

资助金额３７２０７万元,资助数量和资助金额略低于

前两年,资助率１６．２４％,略高于前两年;(２)青年项

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１０１５项,资助金额３０３３０万元,资
助数量和资助金额连续攀升,资助率１５．５９％,略高

于前两年;(３)地区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１４５项,资
助金额４０６０万元,保持稳定,资助率１３．９２％,与前

两年基本持平.

２．２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资助

情况

　　(１)重点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３５项,资助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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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４８％,资助金额为７１１３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０３万元/项目;(２)重大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４项,
资助率为２１．０５％,资助金额为４７６１万元,平均资

助强度为１１９０．２５万元/项;(３)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６项,资助率为１６．２２％,资助金额为

４６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７６．６７万元/项.

２．３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１)优青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２２项,资助率为

８．９４％,资助金额为４４０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００万元/项;(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２１
年度资助１０项,资助率为８．２６％,资助金额为２８００
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２８０万元/项.

２．４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资助

情况

　　(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２项,资

助率为２２．２２％,每项资助金额为８００万元;(２)基

础科学中心项目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１项,资助金额为

５０００万元.

２．５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和联合基金

项目资助情况

　　(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２０２１年

度资助６项,资助率为１２．２４％,资助金额为１４８０
万元,其中,重点国际(地区)合作项目资助３项,资
助金额为６８０万元,平均资助强度为２６６．６７万元/
项;NSFC—CGIAR(国际农业磋商组织)合作研究

项目资助１项,资助金额２００万元;NSFC—UNEP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研究项目资助２项,每项

３００万元,共资助 ６００ 万元.(２)联合基金项目

２０２１年度资助１项,资助率为１１．１１％,资助金额为

２５１万元.

表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管理科学部项目申请情况

序号

年度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项目类型
数量

(项)
较上年

增长(％)
数量

(项)
较上年

增长(％)
数量

(项)
较上年

增长(％)

１ 面上项目 ４７７２ －８．８８ ５２３７ －０．４０ ５２５８ 　 １６．３５
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５１０ ５．３９ ６１７７ ６．１９ ５８１７ ２７．１５
３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０４２ １．３６ １０２８ ５．５４ ９７４ ３．８４

三类项目小计 １２３２４ －０．９５ １２４４２ ３．２６ １２０４９ ２０．１１
４ 重点项目 １４３ －１７．３４ １７３ ２０．９８ １４３ ３．６２
５ 重大项目 １９ １８．７５ １６ １４．２９ １４ １８０．００
６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含港澳优青) ２４６ ７．８９ ２２８ ４．１１ ２１９ １５．８７
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１ －１２．３２ １３８ ２４．３２ １１１ １．８３
８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９ －２５．００ １２ ０．００ １２ １４０．００
９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３ －５０．００ ６ ５０．００ ４ ３００．００

１０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３７ －７１．７６ １３１ —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４９ －１５．５２ ５８ －５５．３８ １３０ －２６．９７
１２ 联合基金项目 ９ －１８．１８ １１ －５９．２６ ２７ ２３７．５０
１３ 专项项目 １３０ — ０ — ０ —

合计 １３０９０ －０．９５ １３２１５ ３．９８ １２７０９ １９．１７

表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资助情况

年　度 ２０２１年度 ２０２０年度 ２０１９年度

项目类别

申请

数量

(项)

资助

数量

(项)

资助

金额

(万元)

资助率

(％)

申请

数量

(项)

资助

数量

(项)

资助

金额

(万元)

资助率

(％)

申请

数量

(项)

资助

数量

(项)

资助

金额

(万元)

资助率

(％)

面上项目 ４７７２ ７７５ ３７２０７ １６．２４ ５２３７ ８０６ ３８７０４ １５．３９ ５２５８ ８０７ ３９１６４ １５．３５
青年项目 ６５１０ １０１５ ３０３３０ １５．５９ ６１７７ ９２１ ２２１０４ １４．９１ ５８１７ ８６５ １６２２７ １４．８７
地区项目 １０４２ １４５ ４０６０ １３．９２ １０２８ １４５ ４０６０ １４．１１ ９７４ １４３ ４０３０ １４．６８
合计 １２３２４ １９３５ ６５５３１ １５．７０ １２４４２ １８７２ ６４８６８ １５．０５ １２０４９ １８１５ ５９４２１ １５．０６



　
第３６卷　第１期 李江涛等:２０２１年度管理科学部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综述 ４５　　　 　

２．６　专项项目资助情况

(１)为贯彻落实科学基金优化人才资助机制的

改革任务,进一步提升科技管理水平,培养造就专业

化科技管理人才,自然科学基金委试点实施科技管

理专项项目.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１年度牵头组织评审

科技管理专项项目,共收到项目申请３８项,资助１
项,资助率为２．６３％,资助金额为１８０万元.

(２)为满足国家实施碳中和战略对基础科学研

究的需求,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性、科
学性和前瞻性优势,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联合

启动“面向国家碳中和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与对策”
专项项目,管理科学部收到项目申请９２项,获资助

８项,资助率为８．７％,资助金额１９８０万元.

３　学部深化基金改革实施情况

２０２１年,管理科学部认真执行科学基金深化改

革方案,在项目分类评审和“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

(Responsibility,Credibility,Contribution,RCC)”
评审机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验研究.以下将从

“扎实推进分类评审”“推动评审改革试点工作”“原
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工作”“新学科代码实施”“加强

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重大项目立项与评审机制改

革”“坚持‘四个面向’”等七个方面对管理科学部

２０２１年度落实基金改革的新举措进行阐述.

３．１　扎实推进分类评审

按照自然科学基金委统一部署,管理科学部

２０２１年继续增加分类申请与评审的试点范围.以

下将从２０２１年度分类申请和评审两个方面进行分

析,并给出实验研究的结论.
(１)分类申请情况

自然科学基金委会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审议通过确

立基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属性Ⅰ);聚焦前沿、独
辟蹊径(属性Ⅱ);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属性Ⅲ);共
性导向、交叉融通(属性Ⅳ)”的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

类的资助导向.管理科学部严格落实并逐步扩大分

类申请和评审的试点工作和范围,２０１９年对所有学

科的重点项目和经济科学学科的面上项目进行分类

评审试点,２０２０年对所有学科的重点项目和面上项

目进行分类评审试点,２０２１年对所有学科的重点项

目和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进行分类评审

试点.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重

点项目、以及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目在不同

科学问题属性下申请项目的变化趋势.
图１和图２可见:(１)属性Ⅲ类项目申请量占

图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重点项目分类申请情况

图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度面上项目、青年项目、

地区项目分类申请情况

比最大,较２０２０年度又有较大幅度增长;(２)属性

Ⅰ类项目申请量占比最少,近三年整体却呈下降趋

势;(３)较２０２０年度,２０２１年度属性Ⅱ类和属性Ⅳ
类项目的申请量占比是下降的.

２０２１年,管理科学部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按照四类科学问

题属性的申请量情况见表３.
表３可见:无论重点项目还是面上项目、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１)属性Ⅲ类项

目的申请量最多;(２)申请量排第二位的是属性Ⅱ
类项目,排第三位的是属性Ⅳ类项目;(３)属性Ⅰ类

项目的申请量最少,在重点项目中仅占１．４０％.
(２)分类评审情况

１)分类评审总体情况

在分类评审中,管理科学部针对四类项目属性

分别选取不同类型的评审专家:对属性Ⅰ类项目尽

量选择理论功底深厚的评议人,着重对“申请项目的

原始创新性”以及“所提出的科学问题的重要性”等
方面做出评价;对属性Ⅲ类项目尽量选择理论联系

实际密切的评议人,着重对“申请项目是否面向国家

需求,致力于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重大科学问题”等
方面做出评价;而对于属性Ⅱ和属性Ⅳ类项目则分

别选择更多聚焦于国际学术前沿研究的评议人、和
学科交叉背景较为突出的评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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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２１年度管理科学部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申请量情况

四类科学问题属性 属性Ⅰ 属性Ⅱ 属性Ⅲ 属性Ⅳ 合计

重点项目申请数 ２ ３３ １００ ８ １４３
重点项目申请占比 １．４０％ ２３．０８％ ６９．９３％ ５．５９％ １００％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

项目合计申请数
５５１ ２６６５ ７９４４ １１６４ １２３２４

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

项目合计申请占比
４．４７％ ２１．６２％ ６４．４６％ ９．４５％ １００％

　　经过同行通讯评议和会议评审,学部２０２１年度

重点项目,２０２１年度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和地区项

目分类评审的结果见表４和表５.
表４和表５可见:(１)重点项目无属性Ⅰ和属

性Ⅳ类项目上会,属性Ⅲ类项目的资助率大于属性

Ⅱ类项目;(２)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的申

请量和资助量都有如下关系:属性Ⅲ＞属性Ⅱ＞属

性Ⅳ＞属性Ⅰ;(３)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

的资助率有如下关系:属性Ⅱ＞属性Ⅲ＞属性Ⅰ＞
属性Ⅳ.

２)分类评审实验研究

为分析分类评审改革措施的效果和影响,及时

发现规律与潜在问题,不断调整和完善分类评审方

法,为“明确资助导向”改革任务提供数据支撑,２０２１
年管理科学部选择部分学科进行分类评审的实验研

究.该项研究运用随机自然实验的方法,设立实验

组和对照组来评估分类评审的政策效果.实验结果

显示:采用按科学问题属性分类评审,属性Ⅰ、属性

Ⅱ和属性Ⅳ类项目实验组比对照组资助率提有一定

程度提高,分类评审明显有助于提高这三类型目的

资助率.

表４　２０２１年度重点项目分类评审结果

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
属性Ⅰ 属性Ⅱ 属性Ⅲ 属性Ⅳ

申请量占比 １．４０％ ２３．０８％ ６９．９３％ ５．５９％

资助率　　 ０．００％ ２１．２１％ ２８．００％ ０．００％

资助量占比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５　２０２１年度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地区项目分类评审结果

四类科学

问题属性
属性Ⅰ 属性Ⅱ 属性Ⅲ 属性Ⅳ

申请量占比 ４．４７％ ２１．６２％ ６４．４６％ ９．４４％

资助率　　 １０．１６％ １８．６５％ １５．９９％ ９．６２％

资助量占比 ２．８９％ ２５．６８％ ６５．６３％ ５．７９％

３．２　稳步推动RCC评审改革试点工作

　　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三大改革任务“明确资助导

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中,建立 RCC评

审机制是完善评审机制的重要内容.２０２１年,管理

科学部继续扩大 RCC机制的试点学科和项目类型

范围,使其扩展到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

理学科、经济科学学科的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及宏

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的青年项目,并且开展了 RCC试

点前后专家通讯评议意见提交时间分析、RCC试点

工作问卷调查等工作.其中,RCC试点前后专家通

讯评议意见提交时间分析结果显示,按时提交评议

意见的专家比例在RCC试点实施之后有所提升,此
外,２０２１年迟交评议意见的专家拖延的时间比去年

有明显降低.学部在学科评审会期间向会评专家发

放了RCC试点工作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会评

专家１００％了解RCC改革内容,了解的主要途径是

自然科学基金委工作人员的宣传,有７０％的会评专

家收到RCC试点工作的函,并认为自己相比 RCC
试点工作之前提高了评审意见的质量.

经过 RCC 试点改革,目前效果已初步显现:
(１)评审意见反馈的时效性提高,回函率达到９９％,
拒评告知时间早;(２)大部分评审意见在截止日期

前提交,评审意见的建设性程度有所提升,套话空话

明显减少,过短的评审意见有所减少;(３)评审专家

的责任心更强,“张冠李戴”等错误明显减少,重置评

议意见的请求数量明显下降,不予资助的理由写的

很充分.

３．３　持续推进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工作

(１)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申请流程

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科研

人员投身原创性基础研究工作,加速实现前瞻性基

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自然科学基金委

积极探索建立对原创性基础研究项目的非常规评审

机制,设立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
日原创探索计划项目指南发布以来,管理科学部按

照指南要求,积极开展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工作,
包括专家推荐类和指南引导类两大类.学部按照预

申请评审和正式申请评审两个环节组织实施,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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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期满且后续有望获得突破性原创成果的项目还有

延续资助评审环节.

１)预申请评审阶段

管理科学部首先对提交的预申请申请书进行形

式审查,将不符合条例、管理办法和指南要求的项目

予以退回.对通过初步审查的原创项目申请书,选
取３~５名专家进行双向匿名(隐去申请人和推荐人

信息)同行评议,评议要点包括原创性、科学性、潜在

影响力和可行性等.学部根据同行评议专家意见,
以部务会议的形式提出进入正式申请环节的项目清

单,报分管委领导审批.对通讯评审中多数评审专

家不同意正式申请,但原创性强的项目,经部务会议

讨论后可列入正式申请项目清单.对于原创项目预

申请评审结果,学部只反馈通过或不通过,不反馈具

体评价意见.

２)正式申请评审

学部选取５名及以上专家进行单盲同行通讯评

议,即向评审人提供申请人和推荐人全部信息.通

讯评议结果返回后,将通讯评议意见进行反馈,请申

请人就评议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最终根据评议

专家的评审意见,部务会确定上会答辩人选.学部

根据项目领域,选择不少于７位专家组成答辩评审

组.评审组根据答辩情况无记名投票,对过半数项

目予以资助.

３)延续资助

原创项目资助期满后,学部组织专家以会议形

式对项目完成情况和研究成果进行评估,项目负责

人到会答辩.对后续有望获得突破性原创成果的项

目,经评估专家组投票表决,可提出延续资助建议,
按审批程序进行审批.

(２)２０２１年度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资助情况

管理科学部按照全委统一部署,２０２１年度持续

进行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评审资助等工作.根据同

行评议结果及管理科学部部务扩大会议的审议结

果,专家推荐类的１个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和指南引

导类的５个原创探索计划项目进入会议评审程序,

２０２１年３月在北京召开原创探索计划项目的评审

会议,经过专家评审,遴选出４个项目予以资助.

２０２１年４~９月管理科学部收到符合条件的专家推

荐类原创探索计划项目预申请１１项,对这些预申请

进行双盲同行评议.根据双盲评审的结果,进行了

正式申请的同行评议.

３．４　持续优化学科布局,推动新申请代码深入实施

２０２１年,管理科学部新申请代码正式实施,此

次实施的新代码,包含一级代码４个,二级代码６３
个,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１９个,工商管理学科

１５个,经济科学学科１４个,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１５
个,取消了原来的４６个三级代码.从２０２１年集中

受理项目的申请和评审情况来看,新增的二级代码

都收到了一定数量的项目申请,得到了学术界的认

可和关注.与原有三级代码体系相比,新代码采用

二级体系,扩大了每个代码的项目内容口径,在一定

程度上鼓励了细分领域的交叉研究.但也有部分新

增二级代码的资助率明显低于平均资助率,表明新

兴领域的科学问题和同行评议专家队伍尚在建设和

磨合中,部分申请人和同行评议专家对新领域的新

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为此,学部将进一步加强对新

代码内涵的说明,帮助推动新兴前沿领域研究力量

的成长和壮大.

３．５　持续推进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

２０２１年,管理科学部通过科学遴选项目评审专

家、加强结题项目绩效的评估与运用、提出明确的会

议评审工作规范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学风和科研诚

信建设,弘扬创新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共同净化学

术风气,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其中,２０２１年,学部

针对２０１０年以来申请人主持的面上项目、青年项目

和地区项目绩效评估结果进行统计,将评估结果为

“特优”或连续两个项目都为“优”的情况,及评估结

果有“中”和“差”的情况,在所有会议评审材料中进

行了特别标注.针对评估结果为“特优”或“连续优”
的项目,建议会评专家在同等水平情况下优先考虑

资助;针对评估结果为“中”和“差”的项目,建议会评

专家慎重考虑,从评审结果来看,标注有“中”和“差”
项目的资助率明显低于其他项目.此外,学部利用

青年项目交流的时机,向广大青年学者宣传科研诚

信要求.

３．６　推进重大项目立项与评审机制改革

管理科学部按照“宽指南、强竞争”的精神,根据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关于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立项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加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

机制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要求,出台了«管理科学

部重大项目立项改革方案(试行)»,对学部重大项目

立项和中标程序进行改革,并在２０２１年的重大项目

立项和评审中贯彻执行.在这些方案的指导下,学
部在２０２１年度共征集到重大项目立项领域建议

２９项;通过专家咨询委员会差额遴选等投票环节,
确定其中７项作为重大项目指南推荐领域;学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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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申请与受理的情况,通过同行评议和会议评审,
最终资助４项重大项目.从２９项立项建议中遴选

出７项作为指南发布,再根据项目申请最终资助４
项,学部针对重大项目领域的立项和评审都增强了

竞争性.

３．７　坚持“四个面向”

２０２１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全

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关于基础研

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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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要求,贯彻

执行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

学问题凝练机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

练机制”的要求,管理科学部针对重点项目指南领

域、重大项目指南领域的推荐等工作,均要求所提议

的立项建议须紧扣“十四五”规划,坚持“四个面向”
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支持科研人员开拓并引领世

界科技前沿,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４　未来工作思考和规划

管理科学部２０２１年顺利完成各项评审工作的

基础上,将继续落实新时代科学基金改革要求,不断

开拓管理科学基金改革新局面,并努力在后期做好

以下几项工作.(１)进一步加强学科战略调研深度

和基金深化改革宣传力度;(２)进一步推动分类评审

改革实验研究,积极构建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项目案

例库;(３)努力推进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和科技管理专

项项目的实施;(４)继续完善和落实重大项目立项与

评审机制;(５)继续扩大RCC评审机制试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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