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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立明
河南省特

聘教授。她担任
河南师范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
究所所长十几
年，担任政治与
管理科学学院
院长 6年。2000
年，科技与社会
研究所获得了
河南师范大学

第一个文科省级重点学科，政治与管理
科学学院连续多年在全校文科院系业绩
排序中名列前茅。作为河南师范大学科
技哲学省级重点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和
河南省高校文科基地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第一学术带头人，她和学科成员一起全
身心致力于学科平台的建设和学术传
统的传承，使该校的科技哲学学科成为
国内有特色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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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研究
申请指南及申请说明

本报讯日前，英国
《自然》杂志以《中国正
面 临 地 下 水 危 机》
（China faces up to
groundwater crisis）为
题，专题报道了在北京
大学举行的 2010年国
际地下水论坛，并介绍
了中国地下水研究状
况。

国际地下水论坛
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国土资源
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共
同资助的系列学术论
坛，宗旨是为国内外从
事地下水研究的科学
家提供一个交流最新
学术成果和探讨今后
发展前沿的平台，已经
连续举办了 6届。论坛
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形
成了《中国地下水研究
的机遇与挑战》一书，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已
成为地下水研究的重
要战略指导文献之一。

国际地下水论坛
最早由十几位国内外
华人科学家发起，参会
科学家逐年增加，目前
不仅已经成为海内外
华人科学家探讨地下
水科学问题的重要会
议，而且引起了国际学
术界的重视，今年地下
水科学的三大顶尖期
刊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Ground Wa-
ter, Hydrogeology Jour-
nal）的主编或联合主编
都参加了会议。
中国水资源危机

是大家熟悉的，但作
为中国水资源重要组
成部分的地下水资源
问题目前仍需大家进
一步了解和关注。正
如英国 《自然》 杂志
报道，中国的地下水面临诸多的危
机，如过度开采地下水、地下水位
大幅度下降、部分地下水受到不同
程度污染、缺乏全国性的地下水观
测网、观测数据共享程度差、北方
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地下水等。不仅
如此，我们对地下水危机还知之不
多，特别是关于地下水方面的科学
认识还比较有限。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近几年虽然在
水文地质学的资助项目数量和经费
持续增加，但是在重点项目、重大
项目等方面投入仍显不足，特别是
面对国家在地下水方面的重大需
求，仍有许多工作迫切需要开展，
如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工程活动对
地下水演化方面的影响以及环境问
题、大型地下水实验观测基地的建
设、以地下水科学问题为核心引导
和推动国家地下水观测网的建设和
运行等。 (熊巨华 刘羽 姚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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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学科研讨会
在哈工大召开

本报讯 近日，2010 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和材料科学部电
工学科基金项目交流与研讨会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举行。2006年和 2008年
受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
者共 95人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工程和材料科学部电工学科主任
丁立健对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进行了说
明，希望通过交流会这一平台使基金
项目获得者对自己的项目进行全面细
致的总结，同时也使同行专家和学者
对基金项目的进展和结题情况有全面
的了解，从而提高基金项目的影响
力。

大会还进行了项目分组交流和研
讨。东南大学教授程明、哈工大教
授邹继斌主持电机学科组，浙江大
学教授何湘宁、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张波主持电力电子学科组。经过交
流和研讨，大会共投票选出优秀结
题项目 10项，其中电机学科 5项，电
力电子学科 5项。 (柯旺)

石河子大学获科学基金
资助 10年稳步增长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新疆石河
子大学了解到，该校 2010 年度共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8 项，
实现了连续 10年持续增长。
据了解，石河子大学此次获批

的 48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
青年基金项目 8 项，地区基金项目
40 项，资助总经费 1154 万元人民
币。与去年相比，受资助项目数增
加了 9％，获批经费增加 14.5％，
立项数和经费数再创学校历史新
高。
近年来，为提高学校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命中率，快速提升
学校基础研究水平，石河子大学采取
了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校内申
报动员和校内申报的指导。紧抓校内
预评环节不放，进一步加大形式审查
力度，注重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的储备
与培育，使该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数和经费数逐年增加，并实现
连续 10年持续增长。 (柯伟)

宁夏两气象科研项目
获科学基金资助

本报讯近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
气象科学研究所组织申报的“基于
GIS的中国北方不同品种酿酒葡萄优
质生态区区划研究”和“热带印度洋
海表面温度对西北地区东部降水影
响的研究”获得 2010 年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资助金额分别为 34 万
元和 23万元。
“基于 GIS的中国北方不同品种

酿酒葡萄优质生态区区划研究”项
目拟开展酿酒葡萄品种的生态性研
究，鉴定中国北方优质酿酒葡萄基
地的生态条件，开展优质酿酒基地
气候相似性分析及农业气候区划。
“热带印度洋海表面温度对西北地区
东部降水影响的研究”项目将采用
多种统计方法结合海气耦合数值模
式，深入研究热带印度洋 SST 年纪
异常对西北地区东部降水的影响及
物理过程。
据悉，2010 年宁夏气象科学研

究所组织申报国家科学自然基金 5
项，获得资助项目两项。截至目前，
该所共有 10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 （柯伟）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发布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 2010年第
3期应急研究项目申请说明。本期应
急研究项目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研究”，其申请要求、程序和时间安
排如下。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研究
申请指南

根据专家提出的项目建议书和
宏观管理部门有关专家咨询意见，管
理科学部决定设立 2010年第 3期应
急研究项目———中国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研究即日起向全国公开进行课
题招标。

中国地方融资平台是我国投融
资体制改革的产物。1988年，国务院
发布《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
方案》，国家成立六大专业投资公司，
各省也相继组建了一批建设投资公
司，这是融资平台的雏形。亚洲金融
危机后，在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
的背景下，政策性银行按照投融资
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利用地方政
府组织优势，以地方财政未来增收、
土地收益和其他收益为还款来源，
向融资平台发放贷款用于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在地方政府缺乏替代融
资渠道，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尚不完
善的背景下，融资平台缓解了地方
财政提供地方公共服务和推动地方
经济发展双重任务的压力，调动了
地方的积极性，但一些融资平台出
现了过度负债。

2009 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
开始大量向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平
台贷款余额迅速增长。融资平台特
别是市县一级的融资平台负债快速
增长，但一些融资平台存在管理不
规范、资本金不足和过度负债等诸
多问题，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已引起
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

为更有效的支持我国城市化和
相关瓶颈领域的发展，深化政府职能
改革，发挥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
主导作用，有效防范风险，需要从理
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地方融资平台进
行系统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可靠
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数据分析结论，既
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充分
保障金融机构对促进城市化发展的
支持。本研究主要围绕我国城市化
建设过程中，地方融资平台的健康发
展和风险防范两个关联的问题。研
究内容分为四个专题。

1.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历史回顾
自成立以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对我国经济中关键、瓶颈领域的发
展，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总结我国
财政资金与银行资金配合使用的历
史经验，合理评价融资平台的贡献和
风险。

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1）城市
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最优融资结
构；（2）地方政府融资模式；（3）融资
平台对城市化建设、区域经济均衡发
展、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协调发
展的贡献和作用；（4）我国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存在的问题。

2. 国外地方政府融资模式理论
和实践

比较和借鉴主要成熟市场经济
体和新兴工业国家（地区）地方政府
融资模式理论发展与实践经验，总结
其成功经验、存在的问题及教训。
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1）国外

地方政府的融资理论总结；（2）国外

地方政府投融资领域和模式；（3）国
外地方政府举债制度及市政债情况；
（4）国外地方负债的监管与风险控
制。

3.融资平台模式创新研究
研究解决财政资金、民间或社会

资金以及银行资金如何进入基础设
施领域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它们的有
效协同问题。

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1）从理
论层面研究财政资金、民间或国内外
社会资金以及银行资金创新耦合问
题，发挥三者的协同效益；（2）研究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央银行、商
业银行、企业等五方在三类资金配合
使用、发挥协同效益过程中的关系；
（3）构建完善财政资金、民间或社会
资金以及银行资金协调配合的长效
机制。

4.融资平台风险管理和对策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健康发展，

不但关系到我国金融和地方财政的
安全，也与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息
息相关。
本部分内容主要包括：（1）融资

平台风险评价及其宏观经济、监管政
策、微观运行等层面的影响因素分
析；（2）充分利用投、贷、债、租等各
种可能的经济手段，协调中央与地
方、财政与金融、国有与民营、短期
与长期、风险与收益等关系，探索最
有效的不同种类资金结合的新模式、
新途径，以及适应这种新模式和途径
要求的操作手段和工具、平台和载
体、风险控制和管理体系；（3）适合
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促进融资

平台健康发展的措施和对策。
应急研究项目定位于政策研究，

强调应用管理理论和科学方法，运
用有效的数据支撑，加强与实际管
理部门的结合，在长期学术研究成
果积累的基础上，针对项目指南提
出的研究专题，快速提出科学、可靠
的研究结论和可行的政策建议。因
此，申请书的撰写必须突出政策研
究的特色，在相关背景和文献回顾
的基础上，明确研究问题；在提出政
策建议、产生政策影响、解决实际问
题等方面提出明确目标，同时说明
支撑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理论方
法和数据来源。应急研究中期检查
和结题验收也将以政策报告作为评
价的重点，最终形成的研究报告应
围绕所形成的政策报告进行撰写，
具体内容应包括：提出的政策报告或
建议，支撑政策结论和建议的理论、
方法、数据、逻辑等。
特别要求：（1）申请者一般应有

扎实的相关数据和实际背景资料基
础；（2）申请者必须在相关科学问题研
究方面，具备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或承担过政府有关部门委托
相关课题的扎实前期研究基础。请在
申请书中明示以上相关信息。

申请程序和时间安排

申请者注意事项：
1. 申请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研究

工作基础和资源条件，针对本期应急
研究项目主题———中国地方政府融
资平台研究以及上述提出的研究专

题，选择独到的视角和方向，设计研究
题目、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2. 鼓励并优先资助团队整体申
请项目。即要求申请者将本应急项目
作为一个整体来申请：确定总负责人、
分课题负责人以及分工情况；提交总
体申请书和分课题申请书。

3. 管理科学部将采取课题总负
责人承担本项目研究形式，由总负责
人组织团队集体申报。管理科学部计
划择优资助一个团队（经评审专家评
议后可能会择优组合团队），下设 4
至 5个分课题，每个分课题的平均资
助强度为 10万～15万元，总负责人
课题资助强度为 15万～20万元。

4. 本期应急研究项目鼓励研究
者与实际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联合申请
开展研究，所有参与人员必须加盖所
在单位公章。

5. 研究期限定为 10个月（2010
年 11月至 2011年 9 月），项目启动
5个月后进行中期检查与阶段成果的
交流。

请准备申请项目的专家到基金委
网站下载填写 2010年度申请书，申
请代码填写 G03，并在“资助类别”填
写“专项基金项目”；“亚类说明”填写
“科学部主任基金”；“附注说明”填写
“应急科学研究专款项目”。

课题申请书的电子版务必在
2010年 9月 20～24日期间由各自依
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通过 ISIS 系统
上传并确认，同时发送至应急研究项
目专用电子信箱：yjyj@mail.nsfc.gov.
cn（请在主题栏注明依托单位名称和
申请人姓名）；纸质版（一份）应在
2010年 9月 24日前（以接收地邮戳
为准）邮寄至管理科学部。两个版本均
到达方视为申请有效。
管理科学部将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对通过评审决定资助的项目会在
10月 12日前通知申请人，未获得资
助的项目不再另行通知。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科学计量学是应用数理统计和计

算技术等数学方法对科学活动的投入
（如科研人员、研究经费）、产出（如论文
数量、被引数量）和过程（如信息传播、
交流网络的形成）进行定量分析，从中
找出科学活动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学分
支学科。它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内在
规律的认识，从而为科研管理工作和科
技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指导。
在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下，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梁立明研究团队
从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创新的角度来探
讨科学计量学方法论。在科学计量学领
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中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为中国科学计量学研究
与国际接轨作出了贡献，也推进了我国
科技评价计量方法的发展。

关注“科学中的睡美人”

在格林童话中，美丽的公主因中了
女巫的咒语而昏睡不醒，成了睡美人。
100年后，英俊的王子路过睡美人的城
堡。听到睡美人的故事后，王子进入了
城堡，找到了沉睡着的美丽公主，用他
的吻唤醒了睡美人。
在现实世界中，在科学界，也存在

类似格林童话中的睡美人现象。
1986年，一篇有关超弦理论的论

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物理学期刊 Physics
Letters B上，作者署名为 L. J. Romans，
隶属单位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
校的理论物理实验室。论文从发表的当
年一直到 1994年，这篇论文一次也未
被引用。直到 1995 年，一篇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的文献才第
一次提及这篇长久以来无人问津的论
文。自此，Romans的论文开始被频繁关
注，2008年 3月，在 SCI数据库中检索
到，该文共计被引用了 219次。

2004年，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CWTS）A. Van Raan教授注
意到这一现象并发表题为《科学中的睡
美人》的文章，称这一极端的迟滞承认
现象为睡美人现象，第一篇引用睡美人
论文的文章被 Van Raan称为“王子”论
文。
“实际上，Van Raan并不是第一个

研究科学中迟滞承认现象的学者，他只
是给迟滞承认起了一个形象而优雅的名
字。早在 1970年，美国著名情报学家 E.
Garfield就为孟德尔遗传定律的生不逢
时和迟滞承认发出过感慨。”梁立明说。

Garfield关于迟滞承认的研究从上
世纪 70 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2004
年，他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W. Gl覿nzel
合作发表题为《迟滞承认的神话》的论
文。这篇论文从 SCI 数据库收录的
1980 年发表的 45 万篇论文中找到 4

篇迟滞承认的论文。这些论文发表后多
年无人理睬，却突然从某一时刻起被大
量引用。
“须提到的是，睡美人现象在科学

共同体中是发生概率非常小的事件。
van Raan发现，1988年 SCI数据库所收
录的大约 100万篇论文中，只有 41篇
论文符合他提出的睡美人的标准。但是
像 Romans 的睡美人论文这样比较极
端的例子只有一个。”梁立明说，“睡美
人现象给我们的启迪是深刻的，科学中
的迟滞承认现象是值得科学社会学家
关注和研究的。正如武夷山先生所说，
由于睡美人现象的存在，在文献收藏上
不能短视，否则，等睡美人文献苏醒之
时，恐怕已经找不到这些文献了。”

构建科学发展节律指标体系

在该团队取得的成果中，科学发展
节律指标（indicator for the rhythm of
science）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不能不提。

6年前，梁立明萌生进行科学发展
节律研究的动因仅仅是为了证实或否
定一个假说：跨领域研究的个体科学家
在两个关联度不大的领域中的并行学
术生涯是互补的。
“为了用科学计量学语言描述科学

家的学术生涯，我们构建了一项新的科
学计量学指标。该指标集论文产出和引
文影响为一体，基于观察值与期望值相
比较的方法论原则，以时间序列形式揭
示出科学家在不同学术领域中相对活
跃期与相对沉寂期交错的科学活动节
律。”梁立明说。

2005年，该团队发表关于科学发
展节律指标研究的首篇论文。他们在这
篇论文中构造了“论文 - 引文矩阵”
（简称为 P-C矩阵），基于该矩阵创建
了关键变量，定义了两个节律指标，并
对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学会会刊 JA-
SIS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
发展节律作了案例研究。2006年，他们
发表的第二个案例研究展示了 Science
的发展节律，该文还简要提及了创建科
学发展节律指标的方法论意义，那就

是，将传统的基于观察值计算的影响因
子（期刊影响因子、领域影响因子等），
扩展至基于期望值计算的影响因子，并
以后者为基准对二者进行比较，计算出
相对影响因子。
“这是一个论文数量和质量的复合

模型，它解决了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
其被引用情况无法直接比较的问题。在
可比较的基础上，就能展现‘优’或
‘劣’，发现它的发展节律。”梁立明说，
“它可以用来衡量一个科学家、一个国
家、一份学术期刊或某一领域科学技术
发展的变化规律。”

2007年，关于科学发展节律指标的
研究成果———“Rhythm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the Evolution of Science:
Constructions and Applications”作为一
项原始创新的理论成果，获得国际科学
奖（2007年 Emerald/EFMD Outstanding
Doctoral Research Award）。这是中国大
陆学者首次获得该奖项。

推动科学计量学与国际接轨

从 1992年起，梁立明已连续主持 5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已评估的
4个项目中，有 3个被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评审专家组评为特优项目。她
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 140多篇，出版学
术专著两部。其中，20多篇国际期刊论
文主要发表在 Scientometrics（《科学计
量学》）、Journal of Informetrics（《信息计
量学》）、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Evaluation（《美国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会会刊》）等国际权威期刊上。

梁立明先后主持完成由中国、德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基金会资助的国际
合作项目 6项。她担任 Scientometrics、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和 Journal of In-
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Scientomet-
rics 3种国际学术期刊编委；连续 5届
担任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
（ISSI）大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两次担
任大会的中国—远东区主席。十几次出
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作学术访问。
梁立明参与国际 h—指数研究和

讨论，2006 年她在 Scientometrics 上发
表题为“h-index sequence and h-index
matrix: Constructions and applications”的
论文。该文被英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
Q. Burrell 认定为国际上第一篇提出
h—序列概念和方法的论文。在 1984年
至 2010 年中国学者发表的 100 多篇
Scientometrics论文中，该论文被引频次
位居首位。
她运用 Stanley模型研究中国与西

方国家科学增长的结构相似性。探索方
法移植对科学计量学研究的方法论启
示，对科学计量学发展有重要理论价
值。
同时，该团队在如何用科学计量学

方法比较专业期刊与交叉科学期刊方
面作出创新性探索。构建了科学计量学
指标———T指标，用于研究科学研究在
知识投入—产出方面的节律。
在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

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下，梁立明研究团
队为中国科学计量学研究与国际接轨
作出了贡献，也推进了我国科技评价计
量方法的发展。

基金项目为科学发展寻找野节律冶

一般 P—C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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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Science的 R、Ra、nR和 nRa序列 (1955~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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