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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is a vital government agency supporting basic
research and people to create knowledge and meet major national needs, where a rigorous and objective merit-based
peer review mechanism is the key to funding the most promising research proposals. This invited comment overviews
some recent attempts aimed at bettering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environm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Chemical Science in
2019,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grouped panel committee meetings, standardized panel committee meeting procedures,
and review process refinement to improve the project review at panel committee meeting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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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基金委化学科学部

2019 年基金项目会议评审工作的几点尝试和思考

付雪峰，黄艳，崔琳，陈拥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北京 100085
摘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基金项目的同行评审环节对于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至关重要。
本文总结了化学科学部2019年基金项目会议评审工作的一些尝试，以营造良好学术评审环境为着眼点，采用分组会评、
规范会评程序、细化会评流程等措施，完善项目会评工作。
关键词：自然科学基金；会议评审；会评流程；答辩要求；基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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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着眼：把握大局观念、贯彻战略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的讲话指出：基
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
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
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1。这就要求把科研
人员开展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充分激发出来，改变
目前“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现象；改变以静态

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的做法；改变
片面将论文、专利和经费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
的做法，使科研项目评审回归学术评价为核心宗
旨的主旋律。学术共同体一方面要大力弘扬优良
学风，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
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另一方面要营造风清气正、
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
渠道，科研项目经费对开展科研活动起到根本保
障作用，项目评审与资助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研

Received: March 31, 2020; Revised: March 31, 2020; Accepted: March 31, 2020; Published online: April 7, 2020.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enyj@nsfc.gov.cn.

© Editorial office of Acta Physico-Chimica Sinica

物理化学学报

Acta Phys. -Chim. Sin. 2020, 36 (8), 2004002 (2 of 4)

究的重点支持对象和方向。组织同行专家评审是
准确把握基础科学研究的战略定位，落实国家科
研发展规划，合理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必要措
施。因此，基金项目的同行评审环节对于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工作至关重要2。
专家通讯评议(函评)和专家评审组会议评审
(会评)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
“基金委”)项目管理一般流程(图1)中的重要环节，因
其在项目评审和项目资助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备受
关注。函评是通过计算机辅助系统将项目指派给
有关小同行专家，针对项目的创新性、研究方案的
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判断和评价；会评是通过组建
评 审 专家 组对 申 请项 目召 开 会议 的方 式 进行 评
审。长久以来，函评的作用非常清晰，但对会评功
能缺乏认知与重视。2019年，化学科学部在项目的
函评和会评阶段分别进行了有益尝试 3,4 。从化学
科学部的评审实践来看，会评发挥着对函评的“确
认”、“纠偏”和“择优”功能：对高质量同行函评结
果予以确认，对不合理函评结果进行纠偏；在此基
础上，专家组根据项目定位和所讨论项目的不同
科学问题属性，从科学价值、创新性、社会影响以
及 相 关项 目类 型 评审 要素 等 方面 综合 考 量进 行
“择优”，形成资助建议和意见 4。此外，会评在获
资助项目实施和管理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图
1)，根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办法》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
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等要求，在获资助项目实施中
期，应当组织同行专家以会评方式对项目进展等
进行检查；在获资助项目执行期结束，应当采取会
评的方式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审查。会评对获资
助项目的执行及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和审核，对项
目评估起着主导作用。
基金委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
究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会评的组织工作是关
系到会评效果的关键。规范细致的组织会评、明确
的会评汇报要求和评审要素，是实现“确认-纠偏择优”会评功能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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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处入手：重视会议组织细节、力求周
详安排

2.1

分组评审，丰富专家组成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
密管理办法》及“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见”要
求，对具有答辩评审环节的项目，不能邀请与申请
人和参与者属于同一法人单位的科研工作者作为
所在会议评审组的专家。进入答辩环节的项目申
请人所在单位通常整体科研实力较强，评审专家
回避要求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优秀专家的遴选。针
对这一问题，2019年度化学科学部在关注度较高
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
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项
目”)评审工作中试行分组评审。学部在综合考虑申
请项目所属学科领域、保证相关学科专家基数的
前提下，将杰青项目由原来的1个大评审组改为6
个平行评审组；优青项目的评审则兼顾了大评审
组和学科评审组的优点，细分为10个平行评审组。
分组评审首先可确保评审工作在一天内完成，有
效避免评审信息泄露；其次，解决了会评专家单位
回避问题，提升了评审的质量和公信力。再次，分
组评审很大程度地扩大了会评专家人数(由2018
年的23位增加至2019年的92位)，丰富了专家组
成，实现对项目申请进行多知识维度的考察；最
后，分多组平行评审及增加专家人数有利于防范
针对评审专家的“围猎”。
化学科学部着力发现、培养和选拔一批优秀
青年人才，及时将他们充实到会评专家队伍中，为
会评工作增加了学术活力。化学科学部还鼓励老
专家发扬“传帮带”精神，实现老中青结合，不断提
升评审专家队伍的学术鉴赏力。
2.2 规范会评，注重科学内涵
在申请项目会评时，定量化和工具化的不当
应用客观上误导了专家更多关注函评成绩、申请
人教育背景和学术经历等，而缺乏对申请项目本
身的科学价值和创新意义等关键内容的考量。这
种 “基 于 评 价 的 评 价 ”偏 离 了 学 术价 值 的 评 判根
基，偏离了科学研究项目的核心内涵。为了引导学

图 1 基金项目管理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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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评价回归学术本身、注重项目科学内涵、关注科
学问题的解决，化学科学部根据基金项目类型的
特征，在项目申请答辩环节及获资助项目实施管
理中，对项目申请人/负责人汇报要点、评审专家
评审要素等都做了明确要求。
对于杰青项目和优青项目：在申请项目答辩
时，汇报内容只限于介绍申请人本人研究工作的
科学内容，应突出研究方向的独立性和研究工作
的独特性，不建议罗列或引用评价性报道等信息；
应主要汇报拟开展的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突出
学术创新性(不少于汇报时间的1/3)。在项目中期
检查和结题审查时，主要考察项目执行以来所取
得的主要学术成果(创新性成果或实质性进展)、未
来学术发展方向及预设研究目标的完成情况。
对于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在申请项目答辩时，
着重汇报群体共同研究方向以及通过成员合作所
取得的代表性成果；在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审查
时，重点考察群体成员围绕项目的关键科学问题
所开展的实质性交叉合作工作。
对于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在申请项
目答辩时，考察合作项目的创新点、拟解决的关键
科学问题和合作研究队伍组成等，重点阐述合作
研究的互补性、必要性、合作基础以及合作模式。
在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审查时，重点考察该类项
目通过紧密合作对项目所提出的关键科学问题的
解决程度、项目团队成员通过合作提升该方向或
领域基础研究水平的贡献及通过国际合作研究所
产生的增量(added value)。
2.3 细化会评流程，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的相关负责人曾指出：
“我们在日常监督中发现‘小圈子’互评、‘围猎’会议

图2

和打招呼，泄露评审专家信息和指派专家自由裁
量权较大等问题反映较为集中，而且基金委工作
人员被‘围猎’风险较高。”
现行的会评单盲制，即申请者不知道自己的
项目申请由哪些专家评审，但评审专家知道所评
审项目的申请者，不利于杜绝“人情评审”问题5；会
评期间缺乏对通讯工具的管理，客观上为“拉票”
和“打招呼”等不良行为提供了便利。因此，会评的
具体组织工作事关全局，要高度重视，必须着力加
强。为了营造一个良好学术评审环境，使会评专家
能够免受外界干扰，对项目的科学价值、项目申请
者的科研能力与学术积累等进行独立评判，集中
精力完成项目评审工作，同时进一步加强廉政风
险防控，化学科学部对项目会评的每一个环节工
作都力争做到精心考虑和周详安排，在杰青项目
和优青项目的会评时试行“三盲”评审(会评流程见
图2)。
试行的会评流程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 实行会评专家流水签到，避免泄露评审专
家信息。
(2) 会评专家将电子通讯设备交由会务组全
程统一保管，会务组提供24小时应急通讯服务。
(3) 借鉴行之有效的高等学校自主招生保密
措施，严格执行回避政策，会评专家、项目答辩人、
评审组工作人员均预先不知晓分组及所在会场信
息。
(4) 在会评动员会议结束前，会评专家通过“一
对一”形式获得本人所在组别和分会场信息。
(5) 答辩前5分钟，答辩人由会务组工作人员
引导至答辩会场。
(6) 会务组及时向会评专家发送参会提醒，会

会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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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致谢评审专家的同时征集专家的反馈意见及建
议，为进一步完善会评工作提供参考。
化学科学部从小处入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
做起，精心营造公平公正的健康会评环境，尽可能
排除外界干扰，使得会评专家能够集中精力，把握
学术标准，高质量地完成科学基金项目的会评工
作。实践证明，所有这些措施受到项目申请者和会
评专家的一致好评。正如一位会评专家会后反馈
信息所说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只有不可抗拒
的理由，才能让人超越人情，避免不必要的难堪”。
化学科学部认为“我们坚持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
这样做了(一定)会有效果，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
的。今天我们所反复强调的以及我们所采取的一
些措施是为了我们未来无需再做这些事情！营造
良好的基金文化：制度化为约束、约束促进自律、
自律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文化。”
化学科学部在基金委关于会评工作的指导原
则下，集思广益，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来完善项
目会评工作。化学科学部从“大处着眼，小处入
手”，完善会评组织工作，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
境，与全国化学工作者协同构建健康的科学共同

体。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引导学者自觉遵
守学术规范，努力追求学术的独立性和研究的独
特性，不断提高学术品味和科学鉴赏能力，共同致
力于化学科学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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