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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托，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作为第三方
机构承担了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
对象为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遵循独立、科学、规范的原则，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对各类绩效信
息进行了综合交叉分析，邀请 19 位专家分别对三类项目的年度绩效
打分，形成专家组意见。基于绩效信息分析和专家组意见，国家科技
评估中心独立开展评价，并征求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意见，
按照财政部关于绩效评价报告的内容和格式要求，形成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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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简称“科学基金”）自 1986 年正式设立，管
理机构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
基金是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渠道之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经过 30 年发展，形成了 17 个项目类型构成的资助格局。
2016 年度科学基金的财政拨款为 248.72 亿元，继续保持增长，
如图 1.1 所示。
2487197
2222776.81
1940284

单位：万元

17000001616241
1404342.76
1038109
535851
362014 433096

2006

2007

2008

64269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

图 1.1 科学基金历年财政拨款情况（2006-2016 年）

本年度科学基金新批准资助各类项目达到 41184 项，资助经费为
268.03 亿元，其中直接费用 227.06 亿元、间接费用 40.97 亿元。
1.面上项目
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最早设立的项目类型，资助自由探索性科学
研究，资助项目数量多，学科领域覆盖面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管理办法》规定，
“面上项目支持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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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
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
面上项目是科学基金资助数量最多的项目类型。单个面上项目的
执行期为 4 年。2016 年度在研面上项目 64794 项，占科学基金各类
在研项目总量（约 13 万项）的近 50%。2016 年新批准资助 16934 项，
直接费用 101.7527 亿元。2016 年在研和新批准面上项目数量见表 1.1。
表 1.1

2016 年度结题、在研和新批准的面上项目情况

批准年度

项目执行期

项目数量

状态

2012

2013-2016

16891

结题

2013

2014-2017

16194

在研第三年

2014

2015-2018

15000

在研第二年

2015

2016-2019

16709

在研第一年

2016

2017-2020

16934

新批准资助

合计

-

81728

-

面上项目的资助经费在科学基金总资助经费中一直占 45%左右
（图 1.2），是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数量最多的项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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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5、2016 年度经费为直接费用。

图 1.2 面上项目资助经费及在科学基金总经费中的比重（2006-2016 年）

5

2.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简称“青年基金项目”
）是科学基金人才项
目系列的主要项目类型，为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长，培养和造就
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而设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
“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在科学基金
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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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青年基金项目的执行期为 3 年。2016 年度在研青年基金项
目 47943 项，占科学基金各类在研项目总量的约 35%。2016 年新批
准资助 16112 项，直接费用 31.167 亿元。2016 年在研和新批准青年
基金项目数量见表 1.2。
表 1.2 2016 年度结题、在研和新批准的青年基金项目情况
批准年度

项目执行期

项目数量

状态

2013

2014-2016

15367

结题

2014

2015-2017

16421

在研第二年

2015

2016-2018

16155

在研第一年

2016

2017-2019

16112

新批准资助

合计

-

64055

-

青年基金项目占科学基金批准资助总经费的比重在 15%左右，
2016 年度为 12.47%，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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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基金项目批准资助经费（亿元）
科学基金批准资助总经费（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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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经费及在科学基金总经费中的比重（2006-2016 年）

3.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地区基金项目”）是科学基金人才项目
系列中面向部分地区的项目类型，主要是为了加强对部分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等科学研究基础薄弱地区科技工作者的支持，稳定、吸
引和培养这些地区的科技人才。2015 年修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地区基金项目支持内蒙古自治区、
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陕西省延安市、陕西省榆林市等依托单位的全
职科学技术人员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开展创新性的科学
研究，培养和扶植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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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地区基金项目的执行期为 4 年。2016 年度在研地区基金项
目 10549 项。2016 年新批准资助 2872 项，直接费用 10.905 亿元。2016
年在研和新批准地区基金项目数量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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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6 年度结题、在研和新批准的地区基金项目情况
批准年度

项目执行期

项目数量

状态

2012

2013-2016

2472

结题

2013

2014-2017

2497

在研第三年

2014

2015-2018

2751

在研第二年

2015

2016-2019

2829

在研第一年

2016

2017-2020

2872

新批准资助

合计

-

13421

-

2016 年度新批准地区基金项目在各地区的资助经费分布情况如
图 1.4。

图 1.4

2016 年度新批准的地区基金项目资助经费分布

（二）2016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按照财政部对 2016 年度的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的要求，自然科学
基金委上报的本年度面上项目绩效目标，包括“产出、效益、满意度”
三个方面、15 个绩效指标（见表 1.4）
，比 2015 年度的 6 个绩效指标
更加丰富，更能充分体现面上项目的实施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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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增加了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作为绩效评价对象。
这两类项目也按照财政部对绩效目标设置的要求，从“产出、效益、
满意度”三个方面，分别设置了 12 个和 11 个绩效指标（见表 1.5 和
1.6）。
表 1.4 面上项目 2016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指标内涵
指标 1：资助项目数量

指标值
立项资助 15000 项左右；
2012 年批准的 16891 个项

指标 2：结题项目数量
数量指标

目，2016 年结题率达到 90%
以上，即 15202 项以上；
面上项目资助的国内外论文

指标 3：科学成果数量

保持在 10 万篇左右，国外期
刊论文占比 50%以上；

产出指标

指标 4：项目实施质量
质量指标

指标 5：优秀研究成果
指标 6：学科全面布局

时效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7：按期申请和立项率

在研与结题项目抽样评价，
质量达标率 70%以上；
取得若干原创性科研成果；
新批准面上项目申请代码覆
盖率 90%以上；
按期组织申请和立项率 95%
以上；

指标 8： 按期结题率

按期结题率达到 90%以上；

指标 9：取得一批为技术创新

面上项目成果在技术创新中

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

指标 10：取得一批为社会发展

面上项目成果在社会发展中

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

指标 11：取得一批为生态建设

面上项目成果在生态建设中

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
1、面上项目的负责人广泛覆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满意度

指标 12：稳定基础研究队伍和

盖各年龄段；

培养人才

2、每年参加面上项目的科研
人员达到 12 万人以上；

指标 13：学科发展

学科发展的典型案例；

服务对象满意

指标 14：评审专家满意度

良好（4 分以上，满分 5 分）

度指标

指标 15：申请人满意度

良好（4 分以上，满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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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青年基金项目 2016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指标内涵
指标 1：资助项目数量

数量指标

指标值
立项资助 15000 项以上；
2013 年批准的 15367 项目，

指标 2：结题项目数量

2016 年结题率达到 90%以
上，即 13830 项以上；

指标 3：项目实施质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 4：学科全面布局
指标 5：按期申请和立项率

质量达标率 70%以上；
新批准青年基金项目申请
代码覆盖率 70%以上；
按期组织申请和立项率
95%以上；

时效指标
指标 6：按期结题率

经济效益指标

在研与结题项目抽样评价，

指标 7：取得一些为技术创新
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按期结题率 90%以上；
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在技术
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典型案
例；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8：取得一些为社会发展
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在社会
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典型案
例；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9：取得一些为生态建设
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在生态
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典型案
例；

可持续影响指

满意度

青年基金获得者科研成长

标

指标 10：促进基础研究青年人
才成长

服务对象满意

指标 11：评审专家满意度

良好（4 分以上，满分 5 分）

度指标

指标 12：申请人满意度

良好（4 分以上，满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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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案例若干；

表 1.6 地区基金项目 2016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及指标内涵
指标 1：资助项目数量

数量指标

指标值
立项资助 2500 项左右；
2012 年立项资助的 2472 个

指标 2：结题项目数量

项目，2016 年结题 90%以
上，即 2225 项以上；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 3：项目实施质量
指标 4：按期申请和立项率

质量达标率 70%以上；
按期组织申请和立项率
95%以上；

时效指标
指标 5：按期结题率

经济效益指标

在研与结题项目抽样评价，

指标 6：取得一些为当地技术
创新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按期结题率 90%以上；
地区基金项目成果在当地
技术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典
型案例；

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7：取得一些为当地社会
发展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地区基金项目成果在当地
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典
型案例；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指标 8：取得一些为当地生态
建设提供支撑的科研成果

地区基金项目成果在当地
生态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典
型案例；

可持续影响指

满意度

地区基金获得者科研成长

标

指标 9：稳定受资助地区的基
础研究人才队伍

服务对象满意

指标 10：评审专家满意度

良好（4 分以上，满分 5 分）

度指标

指标 11：申请人满意度

良好（4 分以上，满分 5 分）

的典型案例若干；

对绩效指标设置的说明如下：
产出指标是科学基金项目的直接产出，包括数量、质量和时效三
方面。在产出指标中，所有类型的项目均包括五个基本指标，即资助
项目数量、结题项目数量、项目实施质量、按期申请和立项率、按期
结题率。根据不同类型项目的特点，面上项目的产出指标增加了科学
成果数量、优秀研究成果、学科全面布局三个指标；青年基金项目增
加了学科全面布局的指标。在三类项目涉及到的产出指标中，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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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质量、优秀研究成果、学科全面布局三个指标需要专门给予定义并
建立测度方法。
项目实施质量：用抽样评价项目（包括在研项目和结题项目）质
量达标率测度，即随机抽样 5%的项目，经专家评价统计达标率。通
过咨询专家和科学基金管理人员意见，将此指标值设定为 70%以上。
优秀研究成果：用抽样评价结题项目的质量来测度，即在随机抽
样的结题项目中，经专家评价统计优秀率。通过咨询专家和科学基金
管理人员的意见，将此指标值设定为 20%以上。
学科全面布局：科学基金的申请代码力求全面覆盖各学科领域和
研究方向，因此可采用资助项目对申请代码的覆盖率表征面上项目和
青年基金项目支持学科均衡布局的程度。科学基金 2016 年度设立一
级申请代码 87 个，二级申请代码 1052 个。分析发现，可用医学科学
部的一级申请代码、其他科学部的二级申请代码来表征具体学科，由
此得到学科数量 652 个。指标内涵和指标值设定为 2016 年度新批准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对 652 个学科（申请代码）的覆盖率分别为
90%以上和 70%以上。
效益指标是科学基金资助产生的效果，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由于对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转化应用情况
的统计难度较大，目前尚未开展，因此本年度主要用典型案例来体现。
服务对象满意度包括评审专家和申请人的满意度两个指标，对
2016 年度全部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申请人及评
审专家进行满意度调查，指标值设定为良好以上，即申请人和评审专
家的满意度均达到 4 分以上（满分为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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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按照财政部对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要求，自然科学基金
委在 2011 年完成国际评估之后，从 2012 年开始规范、连续地开展年
度绩效评价。按照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思路，绩效评价已经
成为科学基金决策管理的基本手段，为不断提高决策管理科学化水平、
回应日益增强的社会关切、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供重要支
撑。

（二）绩效评价原则、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服务大局。绩效评价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预算管理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服务于科学基金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中发挥源头创新作用，统筹全局、找准定位，促进科
学基金的资助绩效不断提高。
（2）规范实施。按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
（财预
〔2011〕285 号）、
《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预〔2011〕
416 号）、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财预〔2015〕25 号）
《中央
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财预〔2015〕88 号）等文件的规定，
以及财政部关于 2016 年部门预算批复的有关要求，规范开展工作。
（3）科学客观。紧密围绕科学基金的战略定位和目标，制定符
合基础研究规律和科学基金项目特点的绩效评价指标；采用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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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查分析，实事求是反映科学基金的绩效；尊重第三方评估机构
评价的独立性，客观得出评价结论。不断优化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为
全面开展科学基金绩效评价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4）高效透明。明确责任分工，加强各有关局（室）
、科学部的
参与。结合现有项目管理流程和管理机制，充分利用已有信息，辅以
抽样调研评价等措施，建立常态化、高效率的科学基金绩效评价工作
机制。通过工作简报、共享服务网等对绩效评价工作进行公开宣传，
通过满意度调查、依托单位调研等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积极参与，不断
提升科学基金公开透明的良好形象。
（5）注重实效。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在支持科学基金决策、优化
项目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升科学基金
资助与管理的绩效水平。
2.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部 2013 年发布的《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
（财预
〔2013〕53 号）中，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个维度设计了 20
个通用指标。科学基金项目预算绩效管理要符合基础研究活动的规律
和特点，其绩效管理和绩效指标设计不能简单套用一般项目的做法。
针对基础研究的绩效特征，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分别研究建立了面上项
目、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框架，见表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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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面上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项目

三级指标

评价要点

1.项目立项规范性

设立面上项目的政策依据是否充分；
面上项目指南制订过程是否科学合理；
面上项目立项的总体决策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绩效目标合理性

面上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符合国家宏观发展目标；
面上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符合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战略使命；
面上项目预期产出和效果是否符合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

3.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是否细化分解为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和可衡量；
绩效指标是否与面上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

立项
投入

资金 4.资金到位率

经费拨付项目承担单位的到位率；

落实 5.到位及时率

经费到达项目承担单位的及时性；

6.管理制度健全性

面上项目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
面上项目管理制度的合法合规性；

7.制度执行有效性

是否按管理规定进行项目受理和评审；
是否按管理规定开展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对依托单位在项目实施中的管理职责是否有明确要求；
项目管理手续、项目文档等是否完备并及时归档；

8.项目质量可控性

是否已制定项目质量标准或要求；
是否采取了合理的质量检查、验收等控制措施或手段；

9.管理制度健全性

是否制定了完备的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上述办法是否符合国家财政科研资金管理制度；
上述办法是否符合科研项目的特点和需求；

业务
管理

过程

资金使用规定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财务管理等办法；
资金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0.资金使用合规性
对资金使用单位在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是否有明确要求并采取检
管理
查措施；

财务

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财务监控制度；

11.财务监控有效性 对依托单位的财务监控制度是否有明确要求；
是否采取了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

12.实际完成率

产出

项目 13.完成及时率
产出

资助项目数量/计划资助数量；
结题项目数量/计划结题数量；
科学成果数量/预计科学成果数量；
按期完成申请和立项的情况；
面上项目按期结题率；

14.成本节约率

年度评审与管理实际成本及与计划成本的比率；

15.产出质量

当年结题项目的质量达标率（抽样评价）；
面上项目产出创新性科研成果情况；

16.学科全面发展

支持各学科全面发展，论文产出的学科覆盖率，学科竞争力的提高；

17.人才成长与培养 面上项目对稳定我国基础研究队伍和培养人才的作用；

效果

项目
效益

18.支撑引领发展

面上项目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中发挥源头创新作用（案
例）；

19.可持续影响

面上项目产生的长期、可持续影响；

20.服务对象满意度

当年面上项目申请人的满意度；
当年面上项目评审专家的满意度。
15

表 2.2 青年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项目
立项

三级指标

评价要点

1.项目立项规范性

设立青年基金项目的政策依据是否充分；
青年基金项目指南制订过程是否科学合理；
青年基金项目立项的总体决策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绩效目标合理性

青年基金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符合国家宏观发展目标；
青年基金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符合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战略使命；
青年基金项目预期产出和效果是否符合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

3.绩效指标明确性

绩效目标是否细化分解为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和可衡量；
绩效指标是否与青年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

投入

资金 4.资金到位率

经费拨付项目承担单位的到位率；

落实 5.到位及时率

经费到达项目承担单位的及时性；

6.管理制度健全性

青年基金项目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
青年基金项目管理制度的合法合规性；

7.制度执行有效性

是否按管理规定进行项目受理和评审；
是否按管理规定开展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对依托单位在项目实施中的管理职责是否有明确要求；
项目管理手续、项目文档等是否完备并及时归档；

8.项目质量可控性

是否已制定项目质量标准或要求；
是否采取了合理的质量检查、验收等控制措施或手段；

9.管理制度健全性

是否制定了完备的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上述办法是否符合国家财政科研资金管理制度；
上述办法是否符合科研项目的特点和需求；

10.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使用规定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财务管理等办法；
资金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对资金使用单位在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是否有明确要求并采取检
查措施；

业务
管理

过程

财务
管理

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财务监控制度；

11.财务监控有效性 对依托单位的财务监控制度是否有明确要求；
是否采取了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

12.实际完成率

产出

效果

项目 13.完成及时率
产出

资助项目数量/计划资助数量；
结题项目数量/计划结题数量；
科学成果数量/预计科学成果数量；
按期完成申请和立项的情况；
青年基金项目按期结题率；

14.成本节约率

年度评审与管理实际成本及与计划成本的比率；

15.产出质量

当年结题项目的质量达标率（抽样评价）；
青年基金项目产出创新性科研成果情况；

16.促进青年科研
队伍结构合理化

青年基金项目资助规模情况；
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职称、年龄分布和性别结构；

17.提高青年科研
项目 人员能力的作用
18.促进学科全面
效益 布局

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案例）；
青年基金项目的学科分布；

19.可持续影响

青年基金项目产生的长期、可持续影响；

20.服务对象满意度

当年青年基金项目申请人的满意度；
当年青年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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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地区基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1.项目立项规范性

项目
立项 2.绩效目标合理性
投入
3.绩效指标明确性

评价要点
设立地区基金项目的政策依据是否充分；
地区基金项目指南制订过程是否科学合理；
地区基金项目立项的总体决策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地区基金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符合国家宏观发展目标；
地区基金项目年度绩效目标是否符合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战略使命；
地区基金项目预期产出和效果是否符合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水平；
绩效目标是否细化分解为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和可衡量；
绩效指标是否与地区基金项目年度任务相对应；

资金 4.资金到位率

经费拨付项目承担单位的到位率；

落实 5.到位及时率

经费到达项目承担单位的及时性；

6.管理制度健全性

地区基金项目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
地区基金项目管理制度的合法合规性；

7.制度执行有效性

是否按管理规定进行项目受理和评审；
是否按管理规定开展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对依托单位在项目实施中的管理职责是否有明确要求；
项目管理手续、项目文档等是否完备并及时归档；

8.项目质量可控性

是否已制定项目质量标准或要求；
是否采取了合理的质量检查、验收等控制措施或手段；

9.管理制度健全性

是否制定了完备的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上述办法是否符合国家财政科研资金管理制度；
上述办法是否符合科研项目的特点和需求；

10.资金使用合规性

资金使用规定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财务管理等办法；
资金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对资金使用单位在资金使用合规性方面是否有明确要求并采取检
查措施；

业务
管理

过程

财务
管理

是否建立了有效的财务监控制度；

11.财务监控有效性 对依托单位的财务监控制度是否有明确要求；
是否采取了财务检查等必要的监控措施；

12.实际完成率

产出

项目 13.完成及时率
产出

资助项目数量/计划资助数量；
结题项目数量/计划结题数量；
科学成果数量/预计科学成果数量；
按期完成申请和立项的情况；
地区基金项目按期结题率；

14.成本节约率

年度评审与管理实际成本及与计划成本的比率；

15.产出质量

当年结题项目的质量达标率（抽样评价）；
地区基金项目产出创新性科研成果情况；
地区基金项目资助规模；

16.稳定欠发达地区
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职称、年龄分布；
的基础研究队伍
地区基金项目参加人员结构；

效果

项目 17.支撑引领地方经 地区基金项目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中发挥源头创新作用
效益

济发展

（案例）；

18.可持续影响

地区基金项目产生的长期、可持续影响；

19.服务对象满意度

当年地区基金项目申请人的满意度；
当年地区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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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评价指标框架中包括 7 个定量指标，10 个定性指标和 3 个
定量定性复合指标，这些指标的分类及评分方法见表 2.4。
表 2.4 三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性质分类及评分方法
性质

三级指标

定量指标
(7)

定性指标
(10)

复合指标
(3)

评分方法

资金到位率、到位及时率、服务对象满意度、
按照设定的量化指标值计
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成本节约率、资金
算得分。
使用合规性
项目立项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
明确性、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
性、项目质量可控性、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由专家根据每项指标的相
财务监控有效性、支撑引领发展/提高青年科研 关信息给出分值。
人员能力的作用/支撑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可持
续影响
产出质量、学科全面发展/促进学科全面
布局、人才成长与培养/促进青年科研队伍结构
合理化/稳定欠发达地区的基础研究队伍

对定量计算得分和专家评
分加权得到最终分值。

3.评价方法
采取第三方评价的方式，以证据为基础，基于客观数据定量评价
和专家评价相结合，得到评价结论。本年度绩效评价的过程和方法如
图 2.1 所示。
总体绩效数据整
理与分析评价
◆基本情况分析
◆资助数据整理
◆管理情况整理
◆外部数据分析

依托单位考察
调研

结题和在研项目
抽样评价

按“学科+地区”
原则，调研了：

◆面上项目、青年
和地区基金项目
抽样比例 5%，共
计 5865 项
◆专家评价：依据
年度进展报告和
结题报告给出评
价意见
◆汇总分析

◆15 家依托单位
的基金管理
◆15 家依托单位
94 个面上项目、青
年基金项目及地
区基金项目

满意度调查

◆本年度全部面
上项目、青年和地
区基金项目申请
人和评审专家
◆回收问卷 25316
份，其中专家
15165 份，申请人
10151 份

◆汇总分析

绩效报告
图 2.1

专家总体评价

绩效评价报告

科学基金 2016 年度绩效评价的过程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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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整理分析
收集、整理与分析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的基
本信息和绩效数据，包括定位目标、管理过程、批准资助情况、经费
情况、成果产出情况等；对 200 家承担科学基金项目比较多的依托单
位提交的年度管理报告进行分析，梳理依托单位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以及对科学基金管理的意见和建议等。
（2）项目抽样评价
按照全部评价对象 5%左右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样，抽样数量为
5865 项；组织专家对抽样项目的年度进展报告或结题报告进行分析
评价；对于评价结果较差或存有较大疑问的项目，通过进一步审核确
认后，形成最终评价结论。
（3）依托单位调研
对江西、甘肃、青海、贵州、广西等地区 15 家依托单位进行了
实地调研，了解依托单位对科学基金项目管理情况；随机抽选了这些
依托单位承担的 94 个项目，深入调研这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和效果，
听取项目负责人对改进科学基金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4）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
对本年度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基金项目所有项目申请
人（包括获得资助和未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和评审专家进行了问卷调
查，了解其对评审意见、评审公正性、项目管理、自然科学基金委管
理与服务的满意程度。问卷调查采取在线匿名填写的方式，共回收申
请人有效问卷 10151 份，其中获得资助的 6321 人，占 62.26%，未获
得资助的 3830 人，占 37.74%；评审专家有效问卷 15165 份，其中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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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会议评审的 1299 人，占 8.57%。回收的两类问卷全面覆盖各科
学部。
（5）专家评价
邀请 19 名学术造诣高、具有宏观战略视野、熟悉科学基金的高
层次专家，根据绩效报告及其他绩效信息，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
目、地区基金项目绩效进行评议，分别独立填写绩效评价表，对三类
项目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形成专家组意见，作为绩效评价报告的重
要依据之一。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2016 年度科学基金绩效评价工作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设计与启动。2016 年 3 月，国家科技评估中心接受
自然科学基金委委托，对本年度绩效评价工作进行设计，包括评价内
容、证据搜集途径、评价方法等。5 月，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关于
开展 2016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告》
（国科金发计
〔2016〕36 号）
，正式启动评价工作。
第二阶段：绩效监测与调研。2016 年 6 月-12 月，对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的实施绩效进行监测调研，包括开展依
托单位调研、申请人和评审专家满意度调查、项目抽样评价、数据整
理分析等。
第三阶段：撰写绩效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2017 年 1 月-3 月，
撰写本年度科学基金绩效报告，组织开展专家评价和综合分析，形成
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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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求，本部分从资金情况、实施情况
和绩效情况三方面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落实
2016 年，
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向项目承担单位拨付项目经费 260.61
亿元，其中面上项目 101.06 亿元，占 42.6%；青年基金项目 46.20 亿
元，占 17.7%；地区基金项目 10.18 亿元，占 3.9%。经费全部来自中
央财政拨款，已全部拨付到位。
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 4 月份拨付在研项目年度经费，9 月份拨付
当年新批准项目第一批经费。这种经费拨付方式考虑了科研项目周期
长的特点，适合科研活动对经费的需求。
2.资金管理
2016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召开之后，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
〔2016〕50 号，简称《若干意见》）。根据文件要求，财政部与自然
科学基金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
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财科教〔2016〕19 号，简称《补充通知》
），按
照《若干意见》精神对科学基金经费的管理进一步进行改革，包括将
21

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三个科目合并为一个科目；扩展
并明确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调整了间接费用的核定比例，取消了绩
效支出比例限制；要求依托单位创新服务方式，建立健全科研财务助
理制度，切实强化法人责任；强调了财政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及其工
作人员的管理责任。
自然科学基金委积极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财教〔2015〕15 号，简称《资金管理办法》）进行宣传，多次
对依托单位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工作，有效推动了办法的落实。科学基
金的依托单位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具有较为规范的财务管
理体系。对承担项目数量较多的 200 家依托单位进行分析发现，65%
以上都按照国家财政管理的相关规定、科学基金经费管理规定，新制
定或修订了本单位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实地调研的 15 家依托单位
及项目负责人对《资金管理办法》均表示认可，认为《补充通知》的
新规定完全体现了《若干意见》精神，有利于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
3.资金使用及监管
2016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抽取湖北、宁夏地区 20 家依托单位，
2010-2014 年结题的 472 个基金项目，涉及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等 7 类项目，审计资金约 4.29
亿元。本次审计抽查项目数占同期全国结题项目总数的 0.48%，资金
占比 1.25%；本次抽查审计单位占湖北、宁夏两地区依托单位的
29.41%，项目数占同期两地区结题项目的 7.94%，资金占 21.99%。
审计发现，被抽查项目的经费开支基本符合项目研究期间适用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
（财教〔2002〕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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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但在结余经费等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被审计依托单位基本都
建立了较为健全的科研经费分级管理体制，内部机构设置基本合理，
绝大部分单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但也有部分依托单位
在资金管理上存在问题。
《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依托单位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应
当接受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检查与监督，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依托单位和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资金管理方面的信誉度，进行评价和记录。建议自
然科学基金委加强对科学基金项目资金使用的检查、监督和引导，尽
快建立项目资金信用管理机制。

（二）实施情况分析
1.申请受理与评审
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简称《条例》
）
的规定，每年规范地发布申请通告和项目指南、接收申请并组织评审，
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项目立项程序。2016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收
到 2309 家依托单位提交的 182334 项申请，严格按照规定组织项目评
审，新批准各类项目 41184 项，其中面上项目 16934 项，青年基金项
目 16112 项，地区基金项目 2872 项，高效完成了年度资助工作任务。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继续保持了较高的评审效率和科学界普遍认
同的公正性。自然科学基金委继续优化改进评审的方式方法，通过选
择更多学科试点采用评审会前网络投票、继续探索优化通讯评审意见
表、扩大使用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指派通讯评审专家、继续开展会议
评审公正性调查等，进一步提高了评审的公正性和效率。2016 年各
科学部使用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指派通讯评审专家的项目数占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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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的比例为 76.49%，比 2015 年的 70.12%进一步提高。会议评
审公正性调查结果显示，120 人被评为 B（基本公正）和 C（公正性
较差）
，人数为比 2015 年有所减少（去年为 140 人）
。
本年度调查了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对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评审及其
他方面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见图 3.1 和 3.2。总体看来，申请人对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的各项措施了解程度都未超过 4 分（1 到 5
表示了解程度从低到高，1 表示不了解，5 表示非常了解）
。对问卷调
查结果的交叉分析表明，申请人对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的了解程
度与对评审的满意度呈现正相关，且获资助申请人的平均了解程度高
于未获资助申请人。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依托单位进一步加强宣传
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申请人提高对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的了解
程度，增强科学基金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图 3.1 申请者对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程序和制度的了解程度

评审专家对科学基金评审与管理程序和制度的了解程度评分均
值为 4.05 分，总体了解程度较高。需要关注的是，对非共识项目推
荐、对评审过程的监督举报、项目评审申诉与复审制度的了解程度在
4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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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评审专家对科学基金评审与管理程序和制度的了解程度

2.项目实施过程管理
2016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采取多项措施有效加强了项目实施的
过程管理和服务，并进一步强化了科研诚信监督工作。规范执行年度
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制度是科学基金项目过程管理的主要手段，在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管理信息系统中，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
金项目的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齐全。但是，由于三类项目数量庞
大，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目前很少得到审查。2016 年度对 5865
个项目进行了抽样评价，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 3 倍以上。按照在研项
目和结题项目 5%的抽样比例，共抽查面上项目 3109 个（包括 753
个结题项目和 2356 个在研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2328 个（包括 697
个结题项目和 1631 个在研项目）
，地区基金项目 428 个（包括 87 个
结题项目和 341 个在研项目）。
抽样评价结果显示，90.8%的结题项目按计划完成既定研究任务；
94.7%的在研项目执行情况良好。231 个在研项目（占 4328 个在研项
目的 5.3%）存在研究进展明显滞后或进展报告过于简单的问题；142
个结题项目（占 1537 个结题项目的 9.2%）存在未完成预定任务且未
进行说明、研究成果水平低、成果与项目计划书相关性不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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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发现，许多依托单位越来越重视对项目执行的管理服务，但“重
申请，轻执行和成果”的现象仍然较明显。

（三）绩效情况分析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6 年度绩效报告》的分析，2016 年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绩效指标全面完成，见表
3.1-3.3。

表 3.1 面上项目 2016 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1：
资助项目数量
指标 2：

数量指标

结题项目数量

指标 3：
科学成果数量
指标 4：
产出指标

项目实施质量
质量指标

指标 5：
优秀研究成果
指标 6：
学科全面布局
指标 7：

时效指标

按期申请和立项
率
指标 8：
按期结题率

指标值

完成情况

立项资助 15000 项左
右；

完成目标。2016 年立
项资助 16934 项。

2012 年批准的 16891
个项目，2016 年结题率
达 到 90% 以 上 ， 即
15202 项以上；

完成目标。2011 年批
准的 15329 个面上项
目，2015 年结题率为
97.6%，
达到 14965 项。

科学基金资助的国内
外论文保持在 10 万篇
左右，国外期刊论文占
比 50%以上；

完成目标。论文数量
待补充。国外期刊论
文占比 54.6%。

在研与结题项目抽样
评价，质量达标率 70%
以上；

完成目标。抽样评价
面上项目质量达标率
为 95.3%。

取得若干原创性科研
成果；

完成目标。抽样评价
优秀项目比例为
22.5%。

完成目标。2016 年新
新批准面上项目申请
批准面上项目申请代
代码覆盖率 90%以上；
码覆盖率为 96.9%。
按期组织申请和立项
率 95%以上；

完成目标。按照工作
进程安排执行，100%
按期完成。

按期结题率达到 90%
以上；

完成目标。按期结题
率达到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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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9：

经济效益
指标

取得一批为技术
创新提供支撑的
科研成果
指标 10：

社会效益
指标

取得一批为社会
发展提供支撑的
科研成果
指标 11：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
指标

取得一批为生态
建设提供支撑的
科研成果

指标 12：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稳定基础研究队
伍和培养人才

指标 13：
学科发展
指标 14：
满意度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评审专家满意度

指标 15：
申请人满意度

指标值
面上项目成果在技术
创新中发挥作用的典
型案例；

面上项目成果在社会
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典
型案例；

面上项目成果在生态
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典
型案例；

1、面上项目的负责人
广泛覆盖各年龄段；
2、每年参加面上项目
的科研人员达到 12 万
人以上；
学科发展的典型案例；

完成情况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面上项目
的负责人广泛覆盖各
年龄段，平均年龄约
为 42.82 岁。2016 年
参加面上项目科研人
员为 139549 人。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评审专家
良好
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
（4 分以上，满分 5 分） 的满意度 为 4.53 和
4.58。
完成目标。申请人满
良好
（4 分以上，满分 5 分） 意度为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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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青年基金项目 2016 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数量指标

产出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情况

指标 1：
资助项目数量

立项资助 15000 项以
上；

完成目标。2016 年立
项资助 16112 项。

指标 2：
结题项目数量

2013 批准的 15367 项
目，2016 年结题率达到
90%以上，即 13830 项
以上；

指标 3：
项目实施质量
质量指标
指标 4：
学科全面布局
指标 5：按期申请
和立项率
时效指标
指标 6：
按期结题率
经济效益
指标

指标 7：
取得一些为技术
创新提供支撑的
科研成果
指标 8：

社会效益
指标
效益指标

取得一些为社会
发展提供支撑的
科研成果
指标 9：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服务对象

取得一些为生态
建设提供支撑的
科研成果
指标 10：
促进基础研究青
年人才成长
指标 11：
评审专家满意度

满意度

满意度指
标

完成目标。2012 年批
准的 14022 个青年基
金项目，2015 年结题
率 为 99.2% ， 达 到
13916 项。
完成目标。2016 年青
在研与结题项目抽样
年基金项目抽样评价
评价，质量达标率 70%
质 量 达 标 率 为
以上；
91.5%。
新批准青年基金项目 完成目标。2016 年二
申请代码覆盖率 70% 级 代 码 覆 盖 率 达
以上；
95.9%。
完成目标。按照工作
按期组织申请和立项
进程安排执行，100%
率 95%以上；
按期完成。
完成目标。按期结题
按期结题率 90%以上； 率达到 99.2%。
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在
技术创新中发挥作用
的典型案例；

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在
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的典型案例；

青年基金项目成果在
生态建设中发挥作用
的典型案例；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案例。

完成目标。详见具体
青年基金获得者科研 案例。
成长的典型案例若干；
完成目标。评审专家
良好
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
（4 分以上，满分 5 分） 的满意度为 4.52 和
4.57。

指标 12：

良好

申请人满意度

（4 分以上，满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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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目标。申请人满
意度为 4.55。

表 3.3 地区基金项目 2016 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1：
资助项目数量

数量指标
指标 2：
结题项目数量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指标值

完成情况

立项资助 2500 项左右；

完成目标。2016 年
立项资助 2872 项。

2012 年立项资助的 2472
个项目，
2016 年结题 90%
以上，即 2225 项以上；;

项目实施质量

在研与结题项目抽样评
价，质量达标率 70%以
上；

指标 4：按期申请
和立项率

按期组织申请和立项率
95%以上；

指标 3：

时效指标
指标 5：

经济效益
指标

按期结题率
指标 6：
取得一些为当地
技术创新提供支
撑的科研成果
指标 7：

社会效益
指标
效益指标

取得一些为当地
社会发展提供支
撑的科研成果
指标 8：

生态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满意度指
标

取得一些为当地
生态建设提供支
撑的科研成果
指标 9：
稳定受资助地区
的基础研究人才
队伍

按期结题率 90%以上；
地区基金项目成果在当
地技术创新中发挥作用
的典型案例；
地区基金项目成果在当
地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的典型案例；

地区基金项目成果在当
地生态建设中发挥作用
的典型案例；

地区基金获得者科研成
长的典型案例若干；

指标 10：
评审专家满意度

良好

指标 11：
申请人满意度

良好
（4 分以上，满分 5 分）

（4 分以上，满分 5 分）

完成目标。2011 年
批准的 2033 个地区
基金项目，2015 年
结题率为 98.3%以
上，达到 1999 项。
完成目标。2016 年
度地区基金抽样评
价质量达标率为
93.2%。
完成目标。按照工
作进程安排执行，
100%按期完成。
完成目标。按期结
题率达到 98.3%。
完成目标。
详见具体案例。
完成目标。
详见具体案例。

完成目标。
详见具体案例。

完成目标。
详见具体案例。

完成目标。评审专
家通讯评审和会议
评审的满意度为
4.54 和 4.57。
完成目标。申请人
满意度为 4.57。

注：关于结题项目数量和按期结题率指标，由于 2016 年度只能统计面上项目和地区基
金项目 2011 年批准立项所有项目，以及青年基金项目 2012 年批准立项所有项目按期结题情
况，因此这 2 项指标完成情况分别按照三类项目以上年度的结题情况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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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2016 年对我国基础
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涌现出一批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源头
支撑的重要科研成果。我国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
文数量连续六年居世界第 2 位，占世界份额 15.2%，其中 54.6%的论
文是受科学基金资助所产出。近五年来全世界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中
我国占 18.1%，其中受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数占世界的 11.3%，占我
国的 62.4%。在科学基金和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取得了量子
探针、稳态磁约束聚变、剪接体结构生物学、煤气化与合成气直接制
烯烃、深层超深层油气、微纳结构成像、电磁超材料、病毒疫苗研制
等研究的重大突破。
1.面上项目的绩效分析
面上项目支持了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稳定基础
研究队伍的作用。
第一，2016 年度新批准资助的 16934 个面上项目全面覆盖了科
学基金申请指南中的 87 个一级申请代码，覆盖了 652 个二级申请代
码（医学科学部为一级申请代码）中的 632 个，覆盖率达到 96.9%。
同时，面上项目对稳定我国的基础研究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近 5 年
参加面上项目研究人员都在 12 万人次以上。
第二，项目负责人年龄持续年轻化。2016 年新批准资助的面上
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约为 42.82 岁，广泛分布在各年龄段。40 岁以下
的面上项目负责人占比，
从 2011 年的 36.1%提高到 2016 年的 44.6%，
比例逐年上升。新批准面上项目的项目组成员共计 139549 人次，其
中博士后 2560 人次，博士生 33291 人次，硕士生 42333 人次，三者
占比 56%，比 2015 年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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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面上项目和其他项目的共同资助下，在电解水催化剂、
多倍体水稻育种、晶状体再生、全球碳失汇等方面，取得了一批世界
前沿水平的基础研究成果。
2.青年基金项目的绩效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支持了青年人才的成长，促进了青年研究人员队伍
的合理化。
第一，承担项目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激励作用非常显著。调研发现，
青年基金项目大多是青年学者从事科学研究生涯的首个资助项目，对
科研素质的提高、科研条件的改善、团队的搭建以及信心的提升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近五年来，每年资助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都超过 1.4
万项。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的群体大，受益面广，为基础研究培养了
大批后备人才。
第二，青年基金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更加年轻化。2016 年新
批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的年龄分布较 2013 年相比，30 岁以下
的项目负责人增多，36-40 岁之间的项目负责人员占比较为稳定。
第三，青年基金项目不受职称和学位限制，对青年科研人员起到
了普遍的支持作用。调研发现，多位具备较强科研实力的大学讲师，
通过努力获得了青年基金项目支持，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第四，对女性放宽年龄限定，受到广泛支持。青年基金项目关注
女性科学家的职业发展得到了科研人员和专家的普遍认同。
第五，资助项目对科学基金申请代码的覆盖率达到 95.9%，为学
科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发现，青年基金项目近两年的资助数量和资助率不同程度在
下降，2016 年在申请量增长 7.12%的情况下，资助数量和资助率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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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了 0.27%和 1.69%。35 岁以上女性青年基金申请人的资助率为
13.9%，明显低于平均资助率 22.9%。
3.地区基金项目的绩效分析
地区基金项目对于稳定地区基础研究队伍和支撑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作用突出。
第一，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取得了众多具有地方特色、服务于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调研发现，青海大学 2015 年结题项目“三
江源区退化草地“黑土滩”植物功能群时空动态与模拟模型”的研究
成果，为保护和管理三江源区高寒草甸资源制定中长期规划提供理论
参考依据；贵州医科大学结题项目“地方性氟中毒神经系统损伤及智
力改变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为贵州省地方病临床防治提供了依据。
第二，为地方科研人员，尤其是刚起步的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支
持。近 5 年参加地区基金项目研究的人员都在 2 万人次以上，2016
年新批准资助的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为 40.9 岁，其中 36-40
岁负责人占比最高（30.64%）。新批准资助的地区基金项目负责人中，
中级职称占 19%，远高于面上项目的 6%。
同时发现，地区基金项目培养和扶植该地区的科学技术人员，稳
定和凝聚优秀人才的效果不明显；而且，有些科研人员产生了依赖地
区基金项目、尽量不参加面上项目申请的思想，即使其研究如申请面
上项目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4. 利益相关者满意度分析
服务对象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管理与服务满意度较高。问卷调查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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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年度三类项目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管
理与服务的满意度很高，获资助申请人对自然科学基金委服务的满意
度略高于未获资助申请人，分别为 4.69 和 4.26；评审专家对自然科
学基金委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服务的满意度均在 4.5 分以上。
第二，获资助申请人对评审公正性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未获资助申
请人，后者的满意度水平达到了中等及以上的程度。
第三，申请人对评审意见的认可度和对评审公正性的满意度均高
于去年。
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 3.4。
表 3.4 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结果
满意度

调查结果
（1 到 5 表示满意度从低到高，1 代表完全不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

申请人对项目评审意见的
认可度

获资助申请人
未获资助申请人

4.49
3.18

申请人对项目评审公正性
的满意度

获资助申请人

4.61
3.30

申请人对自然科学基金委
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

获资助申请人
未获资助申请人

4.69
4.26

评审专家对自然科学基金
委管理与服务的满意度

评审专家对通讯评审的满意度
评审专家对会议评审的满意度

4.53
4.57

未获资助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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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6 年度绩效报告》为基础，国家科技
评估中心邀请了 19 位专家（16 位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和 3 位绩效
管理专家）对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 2016 年度实
施绩效进行了评价。每位专家分别独立填写了《2016 年度面上项目
绩效专家评价表》、
《2016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绩效专家评价表》
和《2016 年度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绩效专家评价表》
，对每项指标进行
打分并提出个人意见；在充分研讨的基础上，形成了专家组意见。
专家对 10 个定性指标和 3 个复合指标进行了打分，国家科技评
估中心根据各指标的评分方法，计算了各项指标得分，结果见表 4.1。
表 4.1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 2016 年度绩效得分
综合得分（满分为 10 分）

项目绩效
面上项目

青年基金项目

地区基金项目

管理绩效

9.27

9.21

9.13

结果绩效

9.22

9.25

9.01

综合绩效

9.25

9.23

9.07

根据专家组评分及评价意见，并结合数据分析、依托单位调研、
项目抽样评价、满意度调查等绩效证据，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经过分析
和研讨，形成对 2016 年度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
基金项目的综合评价结论如下：
科学基金坚持规范的项目评审程序，2016 年圆满完成了年度预
算执行。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条例》的规定，每年规范地发布申请
通告和项目指南、接收申请并组织评审，已经形成标准化的项目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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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2016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接收各类项目申请 182334 项，严格
按照规定组织项目评审，新批准各类项目 41184 项，其中面上项目
16934 项，青年基金项目 16112 项，地区基金项目 2872 项，完成了
年度资助计划，年度经费及时拨付到达依托单位。
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制度不断优化，过程管理进一步加强。自然科
学基金委一直保持了较高的项目评审效率和科学界普遍认同的公正
性。2016 年选择更多学科试点采用评审会前网络投票，继续探索优
化通讯评审意见表，扩大使用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指派通讯评审专家
的项目数量，进一步提高了评审的公正性和效率。项目过程管理得到
有效加强。根据《若干意见》精神及时出台《补充通知》
，并开展培
训，推动新的管理办法落实。2016 年度对 5865 个项目进行了抽样评
价，项目数量比去年增加 3 倍以上，进一步强化了科研诚信监督工作。
科学基金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2016 年
我国发表于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论文的 54.6%和高影响力论文的
62.40%，为科学基金资助所产出。在科学基金和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
支持下，取得了量子探针、稳态磁约束聚变、剪接体结构生物学、微
纳结构成像、电磁超材料、病毒疫苗研制等研究的重大突破。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 2016 年都取得了良好
效果，完成了各项年度绩效指标。新批准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的
学科覆盖率分别达到 96.9%和 95.9%，有效支撑了学科全面均衡发展；
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地区基金项目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
果。经专家评价，抽样评价项目的实施达标率在 90%以上，总体优秀
率接近 20%；许多项目取得了重要的科学突破，在创新驱动发展中发
挥了源头支撑作用。面上项目在鼓励创新和培养人才、青年基金项目
在促进青年科研人员成长、地区基金项目在稳定欠发达地区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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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项目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对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管理服务继续保持很高的满意度。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面向科
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综合运用不同项目类型，进一步推动学科交
叉融合，打造科学高地，营造更有利于创新人才辈出和产生重大原创
性成果的科研环境，是自然科学基金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围绕不断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提高实施绩效，建议：
第一，对于面上项目，加强对项目年度进展报告的审查和结题考
核，将审查和考核结果纳入项目负责人、依托单位的科研诚信档案。
第二，青年基金项目近 3 年申请量不断上升，而资助项目数量逐
年下降，对此需引起关注。建议进一步扩大资助规模，适当提高资助
强度，更好的发挥对青年科研人员队伍的培养和激励作用。
第三，改进优化地区基金项目的资助策略，更加侧重地方特色的
研究领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引导促进欠发达地区与东部
地区合作，鼓励参与全国科研竞争，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第四，根据新的《资金管理办法》，自然科学基金委加强对科学
基金项目资金使用的检查、监督和引导，尽快建立项目资金信用管理
机制。
第五，开展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的应用情况调查。每年向依托
单位调查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后续转化应用情况，搜集科学基金项目
成果转化应用的典型案例和统计数据，更好地体现科学基金服务于创
新驱动发展的源头创新作用。
第六，及时搜集挖掘科学基金项目产生重大经济社会贡献的典型
案例；选择部分承担经费数量较大的依托单位，提交绩效报告。这些
工作将为科学基金整体绩效评价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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