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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初审结果公布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4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依托

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151445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

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申请进行了初审。 
    经初审，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受理项目申请147270项，不予受理项目申请4175项。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纸

质初审结果通知发至各依托单位，同时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不予受理项目的申请人。依托单位可登陆科

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系统）查询本单位项目申请受理情况。申请人如对不予受理决定有疑问，可

向相关科学部咨询；如对不予受理决定有异议，可在2014年5月20日前向相关科学部提出复审申请。有关

复审申请程序和要求详见附件。 
 
附件： 201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不予受理项目复审申请与审查工作程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 

201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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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名单公布
　

（摘自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网站)
　

　

     根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规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决定对北京大学朱康等

2718人进行资助。其中一等资助554人，每人8万元；二等资助2164人，其中“西部地区博士后人才资助计

划”40人，每人5万元。现对获资助人员名单予以公布。

附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获资助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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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爆轰学术会议纪要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爆轰专业组主办，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和北京理工大学

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爆轰学术会议”于2014年3月29-31日在江西省景德

镇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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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化工材料研究所和总体工程研究所）、北

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空军工

程大学、二炮装备研究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前视红外热像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等10余家单位的70余名代表参会。共收录论文38篇，研究范围包括炸药安全机理、非理想爆轰与能量输

出、爆轰实验与诊断技术、炸药性能与做功能力、爆轰波传播规律、凝聚炸药及爆轰产物状态方程、反

应速率模型、炸药点火模型、两相爆轰的数值模拟、炸药细观响应的数值模拟、爆轰的高精度数值计算

方法等方面，大会交流论文31篇。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李华所长首先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辞，对本届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

贺，对参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他结合本单位的科研工作阐述了爆轰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意义，同时希

望与会专家学者加强合作、为解决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中爆轰问题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张庆明教授对大会胜利召开表示祝贺，并简要回顾了爆轰会议的

历史，着重分析了爆轰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现状，他充分肯定了本届会议组委会的工作，本次会议的参

会人数是历年来最多的，会议论文和报告内容也非常丰富。中国力学学会爆炸力学专业委员会爆轰专业

组组长、北京理工大学段卓平教授到会并希望与会代表能够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针对爆轰研究领域出

现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开展充分交流和讨论，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会议还邀请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傅华副研究员、化学材料研究所文尚刚研究员和北京

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洪滔研究员做了大会报告。傅华的报告“低幅值冲击下炸药响应特性”介绍了

炸药力学响应与损伤断裂、非冲击点火机制数值模拟和低幅值冲击下炸药反应特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文尚刚的报告“几种固体高能炸药的燃烧转爆轰性能研究”内容包含点火方式研究、DDT测试技术研究和

不同条件下炸药燃烧转爆轰性能研究等；洪滔的报告“Detonation in Dispersed Aluminum and RDX Dust 
and Their Mixtures”介绍了悬浮铝粉尘和炸药粉尘两相爆轰的研究进展。这些报告内容引起了参会代表的

广泛兴趣，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届会议展示了近两年来爆轰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代表有经验丰富的

研究员、博学多知的教授，也有年轻的科研人员和在校研究生，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集中讨论和交流

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程中遇到的难题和瓶颈问题。本届会议的召开达到了学术交流的目标，并对促进该

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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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 第二轮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第十七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将于2014 年8月22-24日在 广西 桂林 桂山华星大酒店 召开。本届会

议旨在提供一个广泛的学术与技术交流平台，活跃学术氛围，促进学科交流，推动我国疲劳与断裂研究领

域学术与应用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目前已收到论文摘要200余篇。现发布第二轮通知，诚挚欢迎疲劳与断裂方面的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和研

究生积极注册参会。 
大会简介：  
一、主办单位：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金属

学会、中国力学学会  
二、承办单位：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中国腐蚀与防护网  
三、支持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 
四、媒体支持：《腐蚀防护之友》、《腐蚀防护报》、《材料热处理学报》 
五、会议时间：2014年8月22-24日 8月22日下午2点报到 报到地点：桂山华星大酒店大堂  
六、会议地点：广西 桂林 桂山华星大酒店 酒店地址：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穿山路42号 酒店电话：

0773-5638888  
七、分会场研讨主题： 
• 疲劳与断裂力学 
• 疲劳与断裂物理 
• 复杂环境下的材料失效与破坏分析 
• 航空航天材料腐蚀、疲劳与断裂工程应用 
• 管道与压力容器腐蚀、疲劳与断裂工程应用 
• 腐蚀、疲劳与断裂理论的其他典型工程应用 
论文要求：  
    凡与疲劳和断裂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工程经验、应用范例、技术设想及建议等均可以论文

形式应征。应征论文必须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

关规定。论文内容的保密性由论文作者自行负责，如有必要，须经作者所在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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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通过会议网站（http://www.ecorr.org/zhuanlan/2013/1101/7565.html）提交论文全文，大会论文全文截稿

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全文篇幅一般不超过 5000 字，并附加摘要1000字以内。  
    本次会议最终审核通过的论文，将印制论文摘要集和论文全文光盘，供与会者交流。欢迎全国从事相关

专业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校师生踊跃投稿，同时也欢迎暂无论文但对会议感兴趣的

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会议。会议注册费实行对学生优惠。  
八、会议注册费：  
    2014年7月15日前注册交费 1600元/人 学生 800元/人 2014年7月15日后注册交费 1800元/人 学生 900元/人 
    会议注册地址：http://www.ecorr.org/zhuanlan/2013/1101/7565.html  

    点击“在线注册”，下载报名回执表，并发送到指定邮箱：ecorr@sina.com 
九、会议安排  
    2014年8月22日 下午2点 签到 桂山华星大酒店大堂  
    2014年8月23日 上午 大会报告  
                              下午 分会报告  
    2014年8月24日 上午 分会报告  
重要时间：  
    摘要截止时间：2014年2月28日  
    二轮通知时间：2014年5月5日  
    全文截止时间：2014年6月30日  
    预注册截止时间：2014年7月15日  
    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2-24日  
    会议联系人：  
    张小红 电 话：010-62320080 传 真：010-82372305 邮 箱：mail@cscp.org.cn 网 站：www.cscp.org.cn 
    论文联系人： 
    李 凌 电 话：010-62316122 传 真：010-82387692 邮 箱：ecorr@sina.com 网 站：www.ecorr.org  
    展会招商联系人： 
    李 健 电 话：010-62316606 传 真：010-82387692 邮 箱：sunny_lijian@163.com 网 站：www.ecorr.org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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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Structural Repairs, AIAA SciTech 2015,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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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s 
Special Session on Structural Repairs 
AIAA SciTech 2015, the new home of the 
56th AIAA/ASME/ASCE/AHS/ASC Structures,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terials Conference 
January 5-9, 2015 
Gaylord Palms and Convention Center, Kissimmee, 
Florida 
 
    The AIAA (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tructures Technical Committee (STC) is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a call for papers to be presented in a special session on Structural Repairs within the AIAA 
SciTech conference. 
    Abstracts of no less than 1,000 words are due June 2, 2014 
    Author notification of paper acceptance on or about August 22, 2014 
    Final paper is due December 1, 2014 
    Abstracts must be submitted online at: https://www.aiaa.org/scitech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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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力学与工程系诚聘力学英才

（南京理工大学陈爱军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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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理工大学是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全国重点大学，坐落在钟灵毓秀、虎踞龙蟠
的古都南京。1995年，学校成为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11年，获批建设“985工程优势学科
创新平台”。  
    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是从事力学及与力学相关工程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工程技
术研究与合作的专业研究与教学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力学学科2007年获得力学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下
设固体力学、动力学与控制、流体力学、工程力学四个二级学科。本系共设有工程力学、固体力学、一
般力学与基础等三个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其中工程力学专业是江苏省特色专业，
本科招生规模每年60-70人左右，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培养具备力学基础
理论知识、计算和试验能力及计算机应用和应用软件开发能力，能在各种工程（如机械、土建、材料、
能源、交通、航空、船舶、水利、化工等）中从事与力学和计算机应用有关的科研、技术开发、工程设
计和力学教学工作的高素质研究应用型专门人才。南京理工大学正全力实施人才强校主战略，积极引进
各类急需人才。力学与工程科学系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为了促进力学学科的发展升位，亟待引进一批优
秀人才。学院将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为引进人才在科研启动经费、实验室及办公条件、团队建设、薪
酬等方面提供优厚待遇。学院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已形成了团结和谐的教学科研氛围，相信您能
心情愉悦地在我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们热忱期待您的加盟！ 
 
一、招聘类别、条件及待遇 
1、学科领军人才 
条件： 
    任职于海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能成
为我校学科领军人物的人才。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应具有境外高校教授或相当职务；国内人才原则上应为
聘期已满且考核优秀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或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或相关领域国内外公
认的知名学者。 
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对于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首席教授”特设岗位。 
    2) 可实行年薪制。 
    3) 视工作需要保证其科研启动经费、办公室、实验室和设备等；视需要可为其专门建立研究机构，协
助其搭建工作团队。 
    4) 在聘任期内，为其提供租住房或租住房补贴；配偶如符合我校岗位聘用条件的优先聘用；如不符
合，学校每月为其发放配偶安置费（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三年）；在聘任期内，若配偶在境
外居住，学校为其提供探亲往返国际旅费（每年一次）；积极协助解决子女在本市入学、入托。 
    5) 对于外籍人员，学校负责为其办理在华长期工作和居留手续；参照本校职工保险水平，为其购买商
业保险。 
对于国内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首席教授”特设岗位。 
    2) 全职在我校工作的受聘者可享受“首席教授”特设岗位奖金和学校的其他同等待遇。 
    3) 学校为校外全职受聘者提供安家费；提供租住房一套或提供租住房补贴；酌情安排配偶工作。 
2、学科带头人 
条件： 
    任职于海内外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在国际学术界具有较大学术影响，能成为
我校学科带头人的人才。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应具有境外高校副教授、助理教授或相当职务；国内人才应
担任国内高校教授或相应职位，各类国家级人才称号获得者优先考虑。 
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对于海外留学归国人才： 

file:///I|/26-3.htm（第 8／18 页）2014-5-10 14:49:36



“力学动态”文摘2014年第26卷第3期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特聘教授”特设岗位。 
    2) 可实行年薪制。 
    3) 视工作需要保证其科研启动经费、办公室、实验室和设备等，视需要可为其专门建立研究机构，积
极协助其搭建工作团队。 
    4) 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在聘任期内，为其提供租住房或租住房补贴；配偶如符合我校岗位聘用条件的优
先聘用，如不符合，学校每月为其发放配偶安置费（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三年）；在聘任期
内，若配偶在境外居住，学校为其提供探亲往返国际旅费（每年一次）；积极协助解决子女在本市入
学、入托。 
    5) 对于外籍人员，学校负责为其办理在华长期工作和居留手续；按照相关办法，为其购买商业保险。 
对于国内人才： 
    1) 进校后直接认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聘为校“特聘教授”特设岗位。 
    2) 全职在我校工作的受聘者可享受校“特聘教授”特设岗位奖金和学校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 
    3) 学校为全职在我校工作且人事关系在我校的校外受聘者提供安家费；提供租住房一套或提供租住房
补贴；酌情安排配偶工作。 
3、优秀学术骨干 
条件： 
    学术业绩明显超过我校本学科同类人员学术水平，年龄一般在 45 岁以下，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在某一
学术方向的前沿研究领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应在境外著名高校取得博
士学位或有三年以上工作经历，国内人才优先考虑国家级、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1) 科研启动费。 
    2) 提供安家费、租住房补贴。 
    3) 协助解决子女入学、入托问题。 
    4) 对于特别优秀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可实行年薪制，可先聘后评为教授或副教授，可参加研究生导
师遴选等。 
4、优秀博士后出站人员及优秀博士毕业生 
条件:  
    博士毕业生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博士后出站人员年龄一般在40岁以下。应为海内外知名大学毕业，
有在境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习经历者优先考虑，要求本科学校为211工程以上层次，特别优秀的可以
放宽。 
相关待遇:  
    提供安家费20—30万及租住房补贴，由学校科研项目提供科研启动费。对于优秀的博士，可待遇面
议，同时提供科研启动费、租住房补贴。已婚教师可免费提供5年周转过度房（60-80平米）。 
 
二、招聘方向 
    1、 固体力学方向。 
    2、 动力学与控制方向。 
    3、 流体力学方向。 
    4、 工程力学方向。 
 
三、应聘者应提供的材料 
    1、 个人履历。包括受教育情况和学术科研情况（含获奖、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发表论文、专著
等）。 
    2、 个人发展计划。 
    3、 推荐人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和通讯地址。 
    4、 代表作论文3篇。 
    注：可直接登入南京理工大学人事处网站下载应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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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陈爱军 13951005667 
    邮箱地址：chenaijun@njust.edu.cn； chen721010@sina.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200号，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力学与工程科学系 
    邮编：21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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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position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t Curtin University

(Provided by Yifei Hao, From Curti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Curtin University, Perth, Australia 

      PhD Student Scholarship –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Three years, Annual stipend (AUD33,000 for tuition fees + AUD25,000 for living allowance) 

      Currently a number of PhD research student scholarships are available now in the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at Curtin University, Australia. The scholarship will cover a three year stipend (annually 

AUD33,000 for tuition fees + AUD25,000 for living allowance). Successful candidates can start anytime until 

the positions are filled. They will work with Prof. Hong Hao and his group in the areas of structural dynamics, 

earthquake engineering,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concrete materials, blast and impact engineering on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nd CSIRO projects. The supervisors will work with the candidate to identify the 

most suitable topic based on his/her academic interests and background. 

      MINIMUM REQUIRED QUALIFICATION: Bachelor degree (first-class honours or upper-second class 

honours) in Civil Engineering or related fields, and other genera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provided at http://

research.curtin.edu.au/guides/hdrguidelines/admission.cfm  and language requirement (IELTS, Overall 6.5, 

minimum 6.0 in each band of Speaking, Writ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6.0; or TOEFL, 570 paper based, 230 

computer based or 92 internet based (minimum 23 in each section)) as specified at http://international.curti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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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ocal/docs/PGEnglishEntryReqs.pdf.  Applicants with Master degree having technical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experiences in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analysis are preferred.  

      APPLICATION INSTRUCTION: Interested students with a strong desire to pursue a doctoral degree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Applicants are invited to contact Prof. Hong Hao by email:hong.hao@curtin.edu.au or at 

Tel No. (+61) 8 9266 4762. Please refer to http://scholar.google.com/citations?user=xRoknNkAAAAJ&hl=en; 

http://civil.eng.curtin.edu.au/people/index.cfm/Hong.Hao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ing Scholars: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pplying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CSC) Post-graduate 

Study Abroad Program are welcome to contact us to secure their positions and prepare their applications. We 

also welcome visiting academic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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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stdoctoral positions currently open

（From website: http://imechanica.org/）

　

    The positions are joint appointments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and the University of Tongji 
(Shanghai, China).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formally employed by the University of Tongji in Prof. 
Jiang’s group although he or she will be seconded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contract supervised by Dr Utili. 
    Further details are available here: Investigation of fracking via the DEM;      Position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Landslide risk assessment 
    To apply, please send a detailed CV, with a covering letter, a copy of a recent publication which you have 
contributed to in a peer-reviewed journal, and the details of two referees, at s.utili@warwick.ac.uk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e, via email at s.utili@warwick.ac.uk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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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mart and Nano Materials》

(Vol.5 No.1 2014) 

(Provided by Associate Editor Xu Nuo) 

　

Shungite as the natural pantry of nanoscale reduced graphene oxide 
 
Elena F. Sheka & Natalia N. Rozhkova

 
 
Graphene–platinum nanocomposite as a sensitive and selective voltammetric sensor for trace level arsenic 
quantification 
 
R. Kempegowda, D. Antony & P. Malingappa

　

Magnetorheology: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edited by Norman M. Wereley 
 
Jinsong Leng 
　

 
Functionalization of carbon nanotube yarn by acid treatment 
 
H.E. Misak, R. Asmatulu, M. O’Malley, E. Jurak & S. Mall 
 
　

Mechanical and therm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arbon nanotube reinforced compo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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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song Dong

 
 
XRD study of intercalation in statically annealed composites of ethylene copolymers and organically modified 
montmorillonites. 2. One-tailed organoclays 
 
Sara Filippi & Giovanni Pol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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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Vol.23 No.2 2014) 

(于杰供稿)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多介质拉氏自适应流体动力学软件LAD2D研制及其应用（作者：王瑞利,林忠,温万治,魏兰,林文

洲）

企业级CAE平台框架CoteFrame及若干关键共性技术（作者：王平,牟全臣,姜潮,白绍鹏,任如飞）

建筑结构振动监测和模态识别集成软件（作者：杨晖柱,李晗,胡笳,庞绍华,满延磊,张其林）

基于保辛算法的绳系卫星系统闭环反馈控制问题求解（作者：陈飙松,江新,彭海军）

平面线弹性问题的等几何形状优化方法（作者：潘振宇,何钢,夏婷,朱灯林,邹志辉）

等几何分析与有限元直接耦合法（作者：尹硕辉,余天堂）

薄板的几何非线性求积元分析（作者：岳之光,钟宏志）

有限元GPU加速计算的实现方法（作者：张健飞,沈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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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节点LDL分解的大规模结构计算（作者：赖智超,罗晓群,张其林）

考虑舰面纵摇的舰载机弹射起飞动力学分析（作者：王志伟,陈建平,虞伟建）

注射成型弧形流道流场分析（作者：花少震,曹伟,张世勋,叶曙兵,申长雨）

内置转子强化管抗污垢性能数值模拟（作者：张震,阎华,丁玉梅,关昌峰,杨卫民）

开关电源设备的抗地震性能分析（作者：孙国良,汲书强,李晓亮）

刹车盘结构对车轮及整车流场的影响（作者：李心平,贾青,杨志刚）

汽车发动机冷却风扇仿真方法对比（作者：王天利,海超,张波,刘苑）

DynaForm在汽车顶盖重力变形评估中的应用（作者：王增强,赵金龙）

地铁车辆耐撞性分析及多级能量吸收系统的验证（作者：牛超,邵微,陈秉智）

柴油发动机活塞静强度分析（作者：马斌,邵微,陈秉智）

快捷货运列车轴端发电机电磁和热特性分析（作者：张劲,陆正刚,孙效杰）

船用橡胶轴承刚度分析（作者：熊晨熙,谢基榕,孙凌寒）

复杂圆柱壳结构参数化建模方法及模型库设计（作者：王雪仁,缪旭弘,钱德进,贾地）

碳纳米管/聚乙烯界面分子构型的数值仿真（作者：阮诗伦,孙本强,刘婵）

应用技术与技巧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20)（作者：吴入军,胡兴健）

行业动态与访谈

2014 ANSYS中国技术大会将于2014年5月21—23日在苏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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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力学大会’2014（CCCM 2014）第一轮通知

信息

LMS Imagine.Lab Rev 13新版本发布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有限元分析软件测试项目成功通过验收

ANSYS与NVIDIA合作推出商用GPU加速流体动力学求解器

上海海事大学杂志总社《计算机辅助工程》等4种期刊荣获首届上海市高校优秀/特色科技期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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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Mechanica Sinica Vol.30 No.2 2014

Mechanics of Materials Vol.74 July 2014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Vol. 4 No. 2)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Vol. 68, Augu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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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谱就精彩华章——写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设立20周年之际

   （摘自光明日报 杨卫）

  栉风沐雨二十载，人才蔚起国运兴。伴随祖国经济社会的日臻强盛、科技事业的日益繁荣,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金”）走过了20 年的不平凡历程，为广育科技英才、服务国家发展谱写了

精彩华章。 
 
弱冠之际 俊彦三千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美国著名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提出，在可以合适地称为“科学”的整

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其限制因素是人。我国在前沿 科学领域的进展快慢，取决于敏于洞察科学前沿、善

于开疆拓土的一流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上世纪90 年代初，国际科技竞争和人才资源争夺风起云涌，国内

高层次 科研人才凸现“十年断层”，北京大学陈章良教授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力荐设立“总理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响应科技界吁求，报请国务院设立专 项基金，以培养和造就一批进入世

界科技前沿的跨世纪优秀学术带头人。党中央、国务院迅速批准这一建议，果断决定设立杰青基金。实

践表明，杰青基金的设立是 推动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决策；是审视

国际科技人才竞争态势、大力推动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管理创新；是党和政府凝聚海内外青年才俊、

激励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的重要举措。 

  弱冠之际，俊彦三千。在国务院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自1994年设立杰青基

金至今，共资助青年学者3004 人，资助总 额44 亿余元，资助规模从建立之初的每年49 人，增长至当前的

200 人左右，每项资助强度由60 万元，增长到当前的200万元，资助范围涵盖了自然科学所有学科。 

  20年来，杰青基金遴选和培育了一批领军人才，促进了中国科学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杰青基金获得

者（以下简称“杰青”）大多成为各自领域内的 权威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科学事业

发展的领军人物。截止到目前，杰青中已有142 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年60 岁（含）以下的166 位 在

内地工作的院士中，86.1%曾获得过杰青基金资助；54 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自1999 年国家科技奖励制

度全面改革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成果中 有77%是由杰青主持或参与完成的，共有501 位杰青555 次

获奖，在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5 名获奖者中，就有4 名是杰青。此外，杰青在国际学术组织或国

际权威学术刊物担任重要职务者日益增多，获得了一些有影响的世界级科学奖励，提升了中国科学在国

际上的地位。 
 
从“仰视”到“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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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青有效推动了学科繁荣发展，牵引我国科学事业在国际化发展中从“仰视”到“平视”演进。20 年

来，杰青基金资助学科数量由成立之初的36 门扩展到当前的67门，带动了我国学科整体水平的大幅提

升，引领了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发展。 

  杰青不断取得重大原创突破，成为推动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攻坚力量。杰青瞄准重要科学前沿，潜心钻

研，屡屡攻克世界级难题，备受国际瞩目。近年 来，我国科研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铁基超导、诱

导多能干细胞等前沿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在世界科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在这些重大成果的研究队伍中，

杰青们 的贡献十分显著。 

  杰青着力解决国家战略发展和现实需求中的关键科学问题，成为服务创新驱动的“先锋”。杰青们围绕

我国载人航天、高铁等领域开展独创性研究，推动了这些重大科技战略的实施。杰青有效应对国家发展

中的重大需求，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杰青基金在资助管理实践中，为推进我国科技人才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一是始终坚持战略定位，服务

人才强国。杰青基金坚持海外延揽与本土培育并 重，着眼于遴选和培育学术领军人才，为建设科学强国

积累智力资本。二是始终坚持严格质量标准，科学公正评价。以学术价值判断为准绳，坚持创新面前人

人平 等，始终确保评审工作的公正合理。三是始终坚持竞争择优，发挥激励作用。杰青基金确立了严

谨、科学、公开、透明的遴选机制与程序，将竞争机制作为遴选优秀 人才的制度保障。四是始终坚持营

造宽松环境，促进潜心研究。倡导自主选题、自由探索，通过营造宽松研究环境，避免了浮躁心态，为

科学家冲击科学难题营造良 好环境。 
 
辉煌凝众志 扬帆新征程 
 
  展望未来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人才资源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占有科技人才优势的压

力。应当看到，我国科技人才发展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求还不相适应，杰青基金资助工作与培育

学术领军人才的需求还不相适应。我们要坚持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准确把握战略定位，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基金资助管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取得更大发展。要不断提升杰青基金定位的战略高

度，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努力遴选与培养国际科技领军人物。要拓展杰青 基金的效能广度，激励获资助

者勇攀科学高峰，产出原创成果，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要加大杰青基金的开放力度，始终以全球视野谋

划和推动我国高层次科技人才队 伍发展。要夯实杰青基金的品牌信度，打造资助管理升级版，淬炼更具

公信力的人才品牌。要围绕培育新一代学术领军人才的战略方向，深化杰青基金资助管理体制 机制改

革，不断完善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大拔尖创新人才资助力度，不断开创科学基金人才培养工作

的新局面。 

  辉煌凝众志，扬帆新征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身处当前“人才成就伟业”的 时代，我们要准确把握杰青基金的战略定位，加大资

助力度，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发现和培养新一代学术领军人才，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早日实 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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