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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

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

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

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基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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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深化国
际合作



服务改革大局，推进政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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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NSFC-UKRI）2019

➢ 李静海：如何应对科研范式的变革

➢ 谢心澄：基于四类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的资助导向改革

➢ 21 个国家/地区 30 所资助机构或国际组织 80 余人

➢ 主题：优先领域及资源分配、跨学科、合作、评审

➢ 新闻通稿；形成综述文件上报中央领导；

➢ 李静海：“科学新范式下的科学资助机构”

➢ 首次推出科学基金改革路线图

➢ 16 家机构 30 余人，涵盖欧洲各大基金资助机构

➢ 形成综述文件，报送中央领导

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战略国际研讨会2018



科学基金国际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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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个国家/地区
98个资助机构/国际组织（包括民间组织）

签署协议、建立合作关系



资助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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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经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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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管理办法及项目类型

（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1.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2.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管理办法》

1. 合作交流（人员互访）

2. 出境参加学术会议

3. 在华举办学术会议

（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 中德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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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渠道

中外方同时向各自的基金组织申请；
资助经费由双方机构共同承担，
境内外所需经费均有保障；

中方科学家单方向我委申请；
资助经费由单方资助，
只有境内所需费用有所保障。

非组织间项目

项目是否纳入我委与境外资助机构签署的协议框架

不纳入

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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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间项目



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资助格局

A.合作研究项目

境外双（多）边会议

合作交流（人员互访）

在华双（多）边会议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C.人才项目

B.合作交流项目

非组织间项目

合作形式 项目类型 资助渠道

合作交流为基础、人才培养为支撑、实质性合作研究为主导

非组织间项目

组织间项目
双方同期

分别提交申请

单方向NSFC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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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中德中心项目 9类项目形式 组织间项目



A. 合作研究项目定位及申请资格

定位：资助科学技术人员立足国际科学前沿，有效利用国际科技资源，

本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成果共享的原则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

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申请人资格：

1.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 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者承担过3年期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

3. 与国外（地区）合作者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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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作研究项目
①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 非组织间项目

➢ 资助强度：不超过300万元/5年

➢ 资助内容：研究费用、交流费用

➢ 接收时间：集中接收期

➢ 管理主体：各科学部

➢ 限项规定：

⚫ 计入总数限2项（负责人、副高以上参与人）；

⚫ 正在承担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合作研究项目；

⚫ 合作研究类同年申请限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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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申请资助102项，直接

费用2.5亿元。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A. 合作研究项目

①重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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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部
资助 平均资助

项数 直接费用 强度

数理 5 1050.00 210.00 

化学 6 1610.00 268.33 

生命 16 4080.00 255.00 

地球 9 2310.00 256.67 

工材 14 3440.00 245.71 

信息 15 3480.00 232.00 

管理 4 850.00 212.50 

医学 33 8180.00 247.88 

合计 102 25000.00 245.10



A. 合作研究项目
②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 合作研究项目

⚫ 人员交流项目

⚫ 双多边研讨会

与境外基金组织共同资助：
➢ 为中国学者提供渠道充分利用国际资源
➢ 与境外基金组织交流基金管理经验，完善中国科学基金制

NSFC 境外资助机构

组织间合作协议或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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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作研究项目
②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协议介绍

http://bic.nsfc.gov.cn/Show.aspx?CI=34
16



A. 合作研究项目
②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工作机制

国际合作局
&科学部

外方资助机构

科学部

确定项目资助领域、时间表、
资助计划、资助规模等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指南发布、受理申请、初审

单方：由科学部进行函评
联合：由科学部推荐函评专家，国际合作局与外方开
展联合评审

函评

单方：由科学部推荐专家，国际合作局组织进行会评
联合：由科学部推荐会评专家，国际合作局与外方开
展联合评审

会评

国际合作局

项目批准、后期管理

• 共同确定领域、评审
方式、遴选原则

• 组织间约定

• 管理和协调

国际合作局
&

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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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作研究项目
②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 组织间项目

⚫ 资助强度：面上、重点、重大；3-5年

⚫ 资助内容：研究费用、交流费用

⚫ 接收时间：分布在全年

⚫ 管理主体：各科学部与国际合作局

⚫ 限项规定：

⚫ 资助资金>200万元/项的，项目负责人计入总数限制2项的规定。

⚫ 正在承担合作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合作研究项目；

⚫ 合作研究类同年申请限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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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作研究项目

19



B.合作交流项目

⚫ 定位：在协议框架下，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开展国际（地区）学术交

流，创造合作机遇，密切合作联系，为推动实质性合作奠定基础。

申请资格：

1. 正在承正在承担3年期以上基金资助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2. 担3年期以上基金资助项目参与者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或者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并应当经基金资助项

目负责人同意。

境外双（多）边会议

合作交流（人员互访）

在华双（多）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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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作交流项目

⚫ 组织间项目

⚫ 资助强度：几万、几十万元（一次性、多年期）

⚫ 资助内容：交流费用（含人员互访、双/多边会议）

⚫ 接收时间：主要为定期征集，少量随时接收

⚫ 管理主体：国际合作局

⚫ 限项规定：同一协议下，负责人/申请人限1项，参加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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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NSFC资助合作交流项目共资助526项，资助经费5025.38万元。



B.合作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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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定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在中国内地开展

基础研究工作，旨在促进外国青年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开展长期、

稳定的学术合作与交流。

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提出一次延续资助的申请。

申请资格：

1. 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

2. 具有博士学位；

3. 具有从事基础研究或者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

4. 保证资助期内全时在依托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5. 确保在中国工作期间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自然科学基金的各项

管理规定。
23



C.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 非组织间项目

⚫ 资助强度：20万元/年；40万元/2年

⚫ 资助内容：研究费用、交流费用

⚫ 接收时间：集中接收期

⚫ 管理主体：国际合作局

⚫ 限项规定：在研仅为1项

⚫ 资助计划：2020年 4500万元（计划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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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25

2009—2020年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资助数目（1219+148）

项
目
数

经
费
（
万
元
）

14.26%

15.8%

21.47%
37.53%

46.8%

男：85%
女：15%

4287 1367 33986.5



C.与科技部外国专家服务司
联合资助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工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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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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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国青年学者

2

3

外国优秀青年学者

外国资深学者

1.取得博士学位6年内

2.基础研究或博士后研究经历

3.工作时间9个月以上/年

4.遵守法律法规

1.取得博士学位15年内

2.高级职务（职称）

3.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基础

研究课题的经历

4.工作时间9个月以上/年

5.遵守法律法规

1.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国

际影响力

3. 工作时间9个月以上/年
4. 遵守法律法规

资助期限：1年或者2年。资助内容：研究经费。



D. 中德科学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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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50
%

我委与德国研究联合会（DFG）共同投

入、共同成立、共同管理的国际科研资助机

构。独立法人，直属事业单位

支持中德两国科学界在自然科学领域

开展合作与交流

聚焦：青年人才培养+ 合作网络构建

目标：打造中德中欧合作平台，从中

德到中欧

“探索和树立了国际联合基金的运营

与资助典范”



D. 中德科学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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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Schools

短期讲习班

Lindau Program

林岛项目

Junior Scientist Forum

青年科学家论坛

Preparatory Visits

项目准备访问

Workshops

研讨会

Post-Workshops Young Scientist Academic Visit

研讨会后青年学者学术访问

Post-Lindau Program

林岛后续项目

Mobility

人才基金

Excellent Young German Scholar Program

德国优秀青年学者基金

CALL

Rapid Response Funding Call for COVID-19 

新冠病毒中德合作应急专项 CALL

青年人才 合作网络

战略研究项目

注：与NSFC项目不查重，不相互限项



3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申请Beantragt 批准Bewilligt



1 背景介绍

2 项目介绍

3 “一带一路”与新冠国合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科学计划

32

“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

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015年9月，193国首脑汇聚联合国召开历

史性的最高会议，一致通过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这些目标适用所有国家，构成消灭

贫困和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指导框架。





定位、原则及项目类型

➢ 定位

针对中国及“一带一路”周边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及重大科学难题，通
过资助以多边国际合作为主的科学研究项目，为运用科学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供解决途径

➢ 原则

多边实质合作，服务国家战略；不同贡献方式，同等互惠合作；科学-人
才并重，共同参与管理

➢ 项目类型

研究项目：一般国际合作研究、重点国际合作研究、发展战略研究
交流项目：人才交流、双多边研讨会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科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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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资助框架

2018

向合作伙伴发布：23国家/国际

组织响应/初步兴趣

2019

与新冠专项统筹考虑

2020

实施方案印发

2020. 3

“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

2017

全面实施

2021

组织间双/多边协议，稳步推进计划实施



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36

01

02

03

04

05

✓联合声明：

✓联合资助：双/多边（9 + 1：14）

✓高层互动
✓政策调研与宣传

✓云端对话

创新合作机制，多渠道、多途径、双多边共举



应对新冠：发布中英文“新冠国合计划”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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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英文主页开设“新冠国合计划”专栏，介绍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国外资

助机构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的最新举措和进展。



联合声明/高层互动，号召国际科学界携手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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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联合德国研究联合会（DFG）、英国

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以联合声明的

形式呼吁科学界合作共抗疫情。

⚫ 推动全球研究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号召

和支持全球科学界携手应对新冠疫情。

⚫ 李静海主任、谢心澄副主任通过十几场视频会议

和信函等方式与国外十几家科研资助机构主席和

副主席就联手应对疫情、积极推进合作进行磋商。

⚫ 为联合声明的发布、双多边项目联合资助以及国

际新冠合作网络的构建奠定坚实基础。

“我们期待为两国科学界提供支持，
携手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做出贡
献。”

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英国国家科研与
创新署的联合声明作为“加强全球科
技合作以及合作体系建设”的例证之
一



共同投入，支持中外科学家合作抗疫

⚫ 紧扣国际疫情防控需要，快速部署新冠研究合作经费，与多国合作伙伴推出联合资助

项目。领域：新药筛选和研发、疫苗研发、病原学、检查技术、预防措施和公共卫生

管理。中方预计总投入近9000万元，外国合作伙伴投入约1.5亿元。



“云端”对话，构建国际新冠研究合作网络

⚫ GLOPID-R 分享新冠专项

⚫ 基于各国资助机构的应急专项，在各国获批专项负责人之间建立交流联

系，形成合作网络，以充分汇聚全球智慧与资源。

⚫ 与“科学欧洲”举办2次新冠疫情国际交流会、1次政策研讨会。

COVID-19研究专项国际网络研讨会
40

第二届全球健康学术研讨会

中韩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研讨会
后疫情时代科研优先任务国际网络会

中欧新冠疫情国际交流研讨会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开放合作，构建互惠共享的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网

络，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