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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有没有？申请经历有没有？如果你有故事，如
果你有想法，如果你有建议，如果你有困惑，快来参与。“我
与科学基金”征文开始了！

本征文要求是自己申请科学基金的经历或感受，字数
不限，文体不限。

赐稿请注明：我与科学基金征文。
赐稿邮箱：shzhang@stimes.cn

“我与科学基金”征文

基金
SCIENCE

FUND

每周一出版
NO.247 基础研究杂谈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

称基金委）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京举
行签字仪式，共同设立石油化工联合基金，面
向全国科学家接受申请。

这是基金委今年签署的第五项联合基金。
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基金委与美国福特

汽车公司携手资助相关研究开始，这项活动经
历了各方匹配经费，联合资助项目，以及设立
联合基金等发展阶段。

2001年 3月，基金委印发了《关于联合资
助工作的若干原则意见》，就建立联合资助的
条件、联合资助方的确认以及联合资助项目评
审、项目管理、经费管理、成果管理等有关问题
和管理程序进行了规定。此后，联合基金作为
科学基金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成为一种自
发的需要，向有计划的行为转变”。

追踪联合基金近 20年来的发展轨迹，一
盘科学基金全国科研布局的棋局逐渐清晰地
呈现出来。

起步加速起跳

早期的联合资助对象主要是产业部门所
属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人员。他们在获得
和本部门、本行业发展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
题密切相关的项目资助时，本部门、行业予以
匹配一定经费支持。
上世纪 90年代，基金委在和有关单位联

合资助单一项目的同时，开始新的资助模
式———双方共同提供经费设立联合基金，支持
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内的项目群，联合资助方一
般将提供的资助经费划拨基金委统一计划与
管理。联合基金的设立，标志着基金委在开展
基础研究联合资助方面已经超越了具体的项
目、单个的平台。

2001年之前，联合基金项目只有 4种。分
别是和美国福特汽车（1993年）、香港研究资
助局（1998年）、上海宝钢集团（2000年）和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2000年）联合资助的。

除 2001年新增三种、2006年新增两种联
合基金外，2001年至 2008年，基金委每年都
有一种新的联合基金进账。
“十五”期间，尽管联合基金新增项目数量

有了较大改观，但基金委的合作对象仍以大型
企业和某行业、产业内所属的研究机构为主。

2006年是科学基金“十一五”的开局之
年。2006年 1月 11日，基金委与广东省人民

政府共同设立联合基金，开辟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新机制。
在该联合基金框架协议的签字仪式上，基

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说，该联合研究基金，“是
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这也是一项
‘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的重要举措”。

2008年 4月 20日，基金委与云南省签署
协议，共同设立联合基金。
今年 3月 21日，基金委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共同设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基
金”。
今年 7月 21日，基金委与河南省签订人

才培养联合基金协议，共同出资设立人才培
养联合基金。
“十一五”期间，基金委与地方、大型企业

和研究机构合作共设联合基金的布局更加清
晰，数量和质量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联合基
金项目要么与科研管理与行业管理部门结合，
服务于国家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
全问题，推动科技平台和设施的开发和共享；
要么与地方政府合作，基于地区经济或资源优
势，推动地区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培养人
才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要么与企业部门联
合，服务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
近 20年时间，联合基金基本上经历了起

步加速起跳几个阶段。

布局，下一盘很大的棋

在基金委与河南省签订的人才培养联合
基金协议中，2011年至 2015年，双方将安排
1.5亿元，重点支持河南省 40岁以下青年科技
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
该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

向作用，引导社会科技资源投入基础研究，配
合国家中原经济区战略实施，逐步提升河南地
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
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河南地区培养
一批青年科技人才。
陈宜瑜表示，这是基金委和河南省人民政

府结合国家战略需求，促进河南科技人才队伍
成长，有效提升河南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
力，大力推动区域自主创新的一项战略合作举
措。
“联合基金是科学基金的一种项目类型，

和面上、重点项目一样，是科学基金的组成部

分，它所有的运行规范和管理环节与科学基金
其他项目完全相同。”基金委计划局发展计划
处处长朱蔚彤说，“联合基金的设立要结合国
家需求，体现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
“基金委与地方的合作和国家科技布局

大的战略一致，不是什么地方有钱就可以搞
联合基金的。”基金委计划局学科交叉处处
长王岐东补充说，“比如，和广东的联合基金
围绕广东的农业、人口与健康、环境与资源、
能源、新材料以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展开，
要带动珠三角经济发展。和云南的联合基金
重在以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产资源综合利用
与新材料、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健康等领域，
吸引和聚集全国范围的科学家，与云南的科
技人员相结合，开展基础研究。和新疆的联
合基金是和国家‘科技兴疆’战略配合。和河
南的联合基金要服务‘中原崛起’，中原要
崛起没有人怎么行，所以该基金重点是培养
人才。”
联合基金的要求和标准与其他项目一样，

只是有着不同的合作机制。和地方的联合基金
通常会在当地大学和研究机构征集科学问题，
然后组织专家进行几轮研讨，再到基金委相关
学部进行讨论，最后再到联席会议、双方组成
的管委会上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第二年
的项目指南。”
“地方上经济发展了，在经济发展中也

会遇到一些基础科学问题。地方基本上都是
想利用全国的人才，解决本省区的问题。”王
岐东说，“从广东、云南、新疆联合基金的申
请数量看，大家的参与热情很高，地方也很
认可。”

2008年，基金委对资助体系进行一次重
大调整。将原来的项目体系加人才体系的资助
结构调整为研究项目系列、人才项目系列和环
境条件系列。联合基金也从原来的项目体系进
入研究项目系列。

随着和地方政府、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行
业和领域，以及与中科院合作的两期大科学装
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的签署，今年基金委又将
联合基金项目纳入环境条件项目系列。其项目
定位和性质也更明确。

如今，基础研究带动科技进步，科技进步
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已成为共识。
联合资助从单一资助项目到成为一种自发的
需要，向有计划的行为转变，再到今天成为“科
教兴国”战略布局下脉络清晰的资助类型，其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引导和撬动社会力量投入
基础研究的作用必将越来越重要。

一盘没有“楚河汉界”的科研棋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综述

2011年
8月 18日，基金委与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京举行签字仪
式，共同设立石油化工联合基金。
（此前，2007年和 2008年，基金委和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两次资
助“石油化工联合基金”项目。）

7月 21日，基金委与河南省签
订人才培养联合基金协议，共同出
资设立人才培养联合基金。成为继
广东、云南和新疆三省(区 )之后，第
四个与基金委设立联合基金的省
区。

7月 12日，基金委与中科院共
同设立的“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
合基金”Ⅱ期协议正式生效。

4 月 27 日基金委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铁道部共同设立了“高速铁
路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3月 21日，基金委和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设立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基金”。

2010年
2010年 11月 5日，基金委与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设立
“煤炭开发利用联合基金”。

这是我国能源领域的首个科研
联合基金，它针对煤炭、电力、煤化
工、新能源等领域面临的重大技术
难题，凝练科学问题，开展前瞻性、
创新性基础研究，带动新技术、新工
艺的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
结合，为煤炭及能源资源领域技术
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供科学
技术支撑。根据协议，煤炭联合基金
3年共投入经费 1.5亿元，其中神华
集团每年投入 3500万元 /年，基金
委每年投入 1500万元 /年。

2010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开始
实施第四期合作协议。

2010年，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与民航局共同协商，为期五
年的第三期“民航联合研究基金”生
效。

2009年
2009年 8月 19日，基金委和中

国工程院协商设立“中国工程科技
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联合基金。

该联合基金项目研究采用中国
工程院院士咨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公开招标两种方式完成。面向
全国接受具有相应研究工作基础和
能力的科学技术人员通过依托单位
提出申请。

2009年 2月 17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大科学
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在京签字。

该基金依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及北京同步辐射、上海光源、兰州
重离子加速器与冷却储存环、合肥
同步辐射四个大科学装置，前两年
共资助了 131个项目。

（郑见 /整理）

阴嵇少丞
日本 9.0级大地震后，有的房子被海啸卷走漂在海里一个

多月竟然还很完整，令人惊叹，“瞧人家这房子的质量！”其实，
在四川地震灾区考察期间，我也见过类似的情况：一座孤傲的
小楼倔强地挺立着，其基础、墙体和楼板甚至没有出现明显裂
纹，而其周围昔日美丽漂亮的楼房却倒塌、破裂、扭曲，变成凌
乱不堪的废墟。调查发现，那些震不倒的建筑不少是建筑商自
建自住的房屋，普遍具有结构设计合理、建材质量好、施工质量
高的特点。建筑商知道在地震活动带上建自住房，建筑质量与
抗震能力对他及其家人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们科研人员也应知道自己署名的论文对自己的职
业信誉意味着什么。

科研成果是以论文形式公布于众与流传于世的，论文上署
着自己名字和工作单位名称地址。写文章就像在地震活动带上
建自住的房屋，绝不能偷工减料、胡拼瞎凑、粗制滥造，而要用
最好的建材（可靠的数据）、最合理的结构和最佳的施工质量。

文章一经发表，学界评价如何就由不得作者了，肯定就有
同行去重复或检验你的结果，有错、有假用不了多久就会暴露
出来，而造假者的名字白纸黑字写在论文上，这与卖假烟、假
酒、假药还有所不同。所以，在科研中弄虚作假的人是十足的傻
瓜，篡改或伪造数据就像在建筑中拿烂树枝充钢筋，建一栋外
表光鲜实质豆腐渣的楼房给自己住，一遇上地震（检验），坍塌
了，砸死砸伤的不是别人，正是建房人自己（作者）。
北美和西欧国家，科研人员似乎达成共识：宁愿不发文章，

也不能发假文章和数据不可靠、观点不靠谱的文章，因为这种
文章会直接影响作者在同行中的声誉。

科研贵在发现、贵在创新。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必须靠思想而活，也必须为思想而活（Lewis Coser）。没有思想
的文章是没有理由存活的，也是留存不下来的。同理，没有发表
过任何有思想价值著作的“知识分子”，哪怕他官衔加身、头戴
种种桂冠、整天坐在评审席上，还是得不到同行学者们发自内
心的尊重。所以，知识分子是以思想著称于世的，不是看你的头
衔是什么、住房面积多大、是否行政官员的红人。曹雪芹在北京
西郊喝稀饭就咸菜，呵开冻墨，守着孤灯，创作的《红楼梦》流芳
百世，现今还养着靠“红学”谋生的一大批学者专家，而那些与
曹雪芹同时代的、住府院、吃山珍海味、有佣人伺候的王公大
臣、达官贵人、御用文人有谁迄今还留下姓名？
现今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考核太注重研究人员发表

SCI论文的数量，把复杂的科研评价化成数指头的游戏。或许
迫于这种制度的压力，很多科研人员急于发表文章，而不是在
数据质量和理论水平上狠下功夫。甚至有的人认为：“在已发表
的论文中出现错误没关系，改一下又可发表一篇新的文章，再
错，我再改，不断地发文章。科学在不断进步嘛！”

这种思想犯了科研大忌，是非常要不得的。再拿建楼做比
喻，你是建筑商，你的错误导致一栋在建的楼塌了，你再建。建
完不久，刮了一次风、下了一场雨，楼又倒了。这能不影响你这
个建筑公司的声誉吗？谁还敢让你再建新楼？

科研如同建房，能力大的如爱因斯坦、牛顿等科学大师建
摩天大厦，能力小的普通研究人员就建小平房。但是，无论如
何，都应该把自己的房屋建得坚实牢固，经得起风雨，抗得住地
震（经得起检验）。千万不能偷工减料，用烂树枝冒充螺纹钢筋、
制造豆腐渣工程，否则遭殃的还是自己，不是别人。

渊作者系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冤

科研如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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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近 3年联合基金一览

随着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
201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部分类型
项目的资助强度和资助期限等进行了较大调
整。

1.面上项目：预计平均资助强度将达到约 60万
元 /项，资助期限由 3年延长为 4年。

2.重点项目：预计平均资助强度将达到约 300
万元 /项，资助期限由 4年延长为 5年。

3.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预计平均资助强度将
达到约 25万元 /项，资助期限仍为 3年。其中女
性申请人的年龄限制推迟至未满 40 周岁〔1971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男性申请人的年龄限
制维持未满 35周岁[1976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
生]不变。

4.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预计平均资助强度将
达到约 50 万元 / 项，资助期限由 3 年延长为 4
年。

5.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培育项目”和“重点支
持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分别参照面上项目和重
点项目的资助强度；资助期限由各重大研究计划
指导专家组确定。

6.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资助强度原
则上不超过 300万元 /项，资助期限由 3年延长
为 4年。

7.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预计平均
资助强度将达到约 300万元 /项左右，资助期限
由 3年延长为 5年。

上述类型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平均值，各科学部相关类型项目资助强度
会有所不同。 （郑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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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工作实践与思考》（朱蔚彤 何鸣鸿孟宪平 陈钟），数据截至 2008年。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中国民航大学教授王立文是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民航联合基金的受益者之一。
在该项基金的资助下，王立文及其合作者
在飞机除冰研究领域取得了数十项专利。
在业内被称为“专利群”。在飞机集中除
冰方面，他们研制的设备广泛应用于首都
国际机场、郑州机场、哈尔滨机场等地方。
“民航是一个广泛应用高新技术的行

业，当前民航的科研力量偏弱。”王立文目
前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加强
民航应用技术研究的同时，必须重视基础
研究，开展前瞻性课题研究，为民航科研
进行必要的技术和人才储备。民航联合基
金能促使国内科研优势整合，解决民航科
技发展的实际问题。”
和王立文一样在联合基金资助下取

得优秀成果的例子还很多，石化、水电、煤
炭、水利、钢铁、天文等部门、行业和企业
都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文中简称
基金委）共同设立过联合基金。
迄今为止，基金委已与十多个地方政

府、部门及企业建立了联合资助的合作关
系，总资助经费已超过 10亿元。
据大庆石油学院教授钟立国统计，

2003年至 2008年，仅基金委工程与材料
科学处就资助石油工程钻井、开采和储运

类项目 94项，资助总金额 2882万元。
2006 年的 NSFC- 广东联合基金吸

引了全国 8767 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50%以上项目是省内外合作攻关。4年之
后，首期联合基金资助的团队培养出两院
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973”
计划首席等一批俊才，发表了一批高质量
科技论文，解决了广东在新材料领域存在
的重大基础研究问题。

谈及NSFC-广东联合基金取得的成
效，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说：“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
一，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是‘支持基
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支
持基础研究是自然科学基金的根本任务；
以广泛的学科为基础，面向全国，发挥科
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由申请，专家
评审，择优支持是科学基金制的本质特
征；发挥导向作用则是实现科学基金配置
科研资源战略引导功能的必然要求。”
“主要是我们有需求。”铁道部科技司

一位负责人说，“设立高铁联合基金希望
能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
作用，促进产学研结合，吸引和调动全国
专家以展开高速铁路发展为背景的相关
领域基础研究工作，推动行业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
中国工程院政策研究室高级工程师、

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联合
基金联系人安耀辉介绍说：“和基金委合
作设立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
究联合基金，主要是看中基金委能吸引全
国基础科研力量的优势。而在工程科技方
面，中国工程院力量较强、学科也较全，两
者联手能促进中国工程科技更好地服务
于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以
及保障国家安全。”
和上述联合基金一样，联合基金的合

作方无一例外地看中了科学基金在科研
力量上的引导和协调作用。而基金委也希
望借助联合基金引导和撬动社会、企业力
量，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早期设立的联合基金双方投入较低，

基金委与合作方经费投入比例大部分为
11。“十一五”以来，联合资助方投入不
断增加，与基金委在经费上的投入大部分
保持在 53左右，其中广东联合基金广
东省与基金委投入的经费比例为 73。
从已完成部分联合基金项目取得的成

果和各方面对联合基金的评价上看，联合
基金的确很好地发挥了引导和撬动作用。
本文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周年巡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
资助工作实践与思考》（朱蔚彤何鸣鸿孟
宪平陈钟）、2001年至 2010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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