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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2019 年度项目指南

的通告 

（摘自科学网） 

 

国科金发计〔2019〕14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2019年度项目指南，请申请人及依托单位按项目指南及通告中所述的要求和注意事

项申请。 

附件：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2019年度项目申请须知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2019年度项目指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9 年 3月 4日 

 

 

 

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减负：科技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推进七项行

动 

（摘自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记者胡喆）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解决报销繁、

使得科研人员获得感进一步增强……记者从科技部、财政部、教育部、中科院联合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568/info75389.htm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568/info75388.htm


 

召开的推进会上了解到，四部门近日联合推进了“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七项行动”，

主要聚焦科研管理中表格多、报销繁、牌子乱、检查多、数据孤岛等科研人员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清理并固化形成制度成果。 

据悉，七项行动具体包括减表、解决报销繁、精简牌子、清理“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检查瘦身、信息共享、众筹科改等，分为“解剖麻雀”

和“问题治理”两个阶段，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推动下，以小切口具体整改举措

带动改革取得大成效。 

在减表行动方面，基本完成了各类报表的整合精简、减少了信息填报和材料报

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层面的 36张表格精简整合为 6张，课题层面的 21张表

格精简整合为 5张；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全周期提交的材料由 25份精简

为 17份；自然科学基金推行无纸化申请。 

在解决报销繁行动方面，简化优化了预算执行程序和相关科研单位经费报销流

程及环节，科技部、财政部出台专门文件，要求相关高校院所落实法人责任，完善

内部管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推出网上报销系统，提高报销规范化、便利化水平，

中科院动物所、空天信息研究院加强科研财务助理培训，简化了报销流程。 

在精简牌子行动方面，已完成对国务院部门批准建设和管理的 31 类 5578个科

研基地的全面摸底，研究提出了优化整合工作建议；精简科技领域“人才帽子”工

作加快推进。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七项行动要解决的都是“硬骨头”问题，要集中力量

攻坚克难，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攻；要瞄准政策落实中影响面广的“小问题”，以

小见大、切中要害，取得大的改革成效；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发挥科研人员主体

作用，推动减负成果制度化、长效化，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政府部门、法人单位要各尽其责，部门完善面上政策解决共性问题，高校、

科研院所、专业机构等法人主体要主动担当作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

改、马上改。”王志刚说。 

 

 

2018 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近 2 万亿元：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 

（摘自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 3月 5日电（胡喆、李洋）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明确，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为 1965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 1118亿元。 

科技部负责人表示，2018 年我国科技实力进一步增强，主要科技创新指标稳步

提升，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超过欧盟 15国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

量居世界第一，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科技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第

一动力”的作用更加凸显。 

嫦娥探月、北斗组网、航母海试、鲲龙击水……2018 年，不断涌现的重大科技

成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推动科技创新融入经济社会主战

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以及高水平“双创”的打造，我国市

场主体的创新热情不断迸发，新动能持续积聚壮大，新产业新产品快速成长，新业

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8.1万家，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 1.7

万亿元，科技创新创业培育壮大新动能，6500 多家众创空间服务创业团队 40万家，

创业就业人数超过 140 万人。 

 

严守评审纪律 防范评审风险 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员签订“承诺书十条” 

 

（摘中国科学报） 

 

本报讯（记者甘晓）3 月 1 日，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

然科学基金委）获悉，自然科学基金委近日专门召开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动员部

署会。会上，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 450余名工作人员（包括流动编制人员）签订“工

作人员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强调严守评审纪律，防范评审风险。 

“承诺书”包含十条内容，涵盖严格执行项目评审保密规定，严守评审工作秘

密，严格履行工作程序，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严格遵守科学基金管理规定，尊重专

家评审工作，不扩散或外传项目申请书和资助项目的相关信息，不超越职责和规定

权限查阅或操作他人评审过程信息，反对为项目评审打招呼、请托等违规行为，积

极贯彻科学基金改革各项举措等方面。 



 

“承诺书”将做到“签订全覆盖、执行无例外”，充分彰显自然科学基金委全面

从严管理的决心。 

会上，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对此次评审工作提出三项重要要

求。一是要提高站位，强化意识。深刻认识风清气正评审环境的重要性，切实担负

起责任，把做好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和营造优良学风作风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实

抓好。二是要信守承诺，积极作为。言必信，行必果，切实遵守“承诺书”相关规

定，严格按程序和制度办事，以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担负起科学基

金管理职责，维护好科学基金声誉。三是要坚守底线，防范风险。筑牢思想防线，

坚守纪律底线，不踩行为红线，严格防范廉政风险，营造风清气正的评审环境，确

保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科学、规范、公正、高效。 

据了解，这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实施并进一步强化“四方承诺”制度的重要举措。

自 2018 年起，自然科学基金委实行了评审工作有关各方（申请人、依托单位、评审

专家和科学基金工作人员）的公正性承诺制度，实现了评审工作“四方承诺”全覆

盖。2019 年将更为严格地实施这项措施。 

 

 

 

第 13 届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器件应用研讨会在哈尔滨顺利召开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 

 

2019 年 1月 11 日-14日，2019（第 13届）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器件应用研

讨会（2019 (13th) SPAWDA）在哈尔滨成功举行。来自 3个国家和地区、60多个高

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近 30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力学学会、中国声学学会和 IEEE UFFC分会共同主办；哈尔

滨工程大学、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工业与信息化部先进船舶材料与力学重

点实验室、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城乡韧性与防灾减灾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力学学会

联合承办；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工程专业委员会、中国地震局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重

点实验室、宁波大学、北京奥友科技有限公司协办。会议旨在为压电和声波理论及

器件技术领域科研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研究成果、推动创新发展的学术平台。 

出席此次大会的嘉宾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力学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力学学会



 

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吴林志教授，国际地震工程协

会（IAAE）中国国家代表、亚太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联合会（ANCER）主席、中国地震

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孙柏涛研究员，Wave Motion 副编辑、美国密苏里-哥伦比

亚大学黄国良教授，会议发起人宁波大学王骥教授、浙江大学陈伟球教授等。 

开幕式由本次大会组委主席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杨在林

教授主持，哈尔滨工程大学副校长吴林志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中国地震局

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孙柏涛研究员，IEEE UFFC 分会代表、宁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

学学院副院长王骥教授分别讲话。 

大会采用特邀报告、分会场报告等形式，重点交流压电理论和声波器件研究领

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成果。梅奥医学与科学学院放射学张小铭教授，北京大学长江

学者王建祥教授，北京理工大学胡更开教授，哈尔滨工程大学吴林志教授，美国密

苏里-哥伦比亚大学黄国良教授，清华大学庄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金峰教授，浙江

大学王杰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胡恒山教授，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李

山有研究员 10 位学者做了精彩的大会特邀报告。与会代表们就压电智能材料及结

构中力学理论计算与分析，压电、铁电材料，压电、超声技术及应用，强震动观测

和地面运动，复合材料中弹性波等方向的前沿问题进行探讨交流。本次会议共设有

10 个主题分会场和学生竞赛分会场，分会场报告共计 153 个，近 40 名学生参加学

生论文竞赛，并在其中评选出优秀论文 10篇。 

会议闭幕仪式上，杨在林教授致闭幕词，对大会进行了总结，并向为此次会议

召开付出辛勤努力的师生和与会代表表示感谢！ 

全国压电和声波理论及器件应用研讨会自 2004 年在宁波大学首办以来，已连

续成功举办了 13 届，已成为压电和声波理论及器件技术领域专家充分交流的良好

平台，由于参与人员广泛、论文质量较高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充分肯定。下一届会议

将由石家庄铁道大学承办。 

 

 

 

 

 

 



 

 

 

学术会议 

 

中国力学大会《MS027 第七届灾变破坏力学的数值模拟与试验专题研

讨会》征文通知 

中国力学大会-2019 将于 2019年 8月 25－28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大

会由中国力学学会主办。 

作为本次力学大会固体力学类专题研讨会之一的“第七届灾变破坏力学的数值

模拟与试验”（编号 MS027），由河海大学工程力学研究所、计算力学研究所、动力

与灾变力学研究所和江苏省力学学会组织，面向全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界同仁征

稿，欢迎踊跃参加。就各种灾变因素，如地震、暴雨、洪水、滑坡、泥石流、爆

炸、内部缺陷、管理不善等对土木、交通、矿山、水利水电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的

作用机制、数值模拟与试验方法，以及基础设施在灾变因素作用下发生破坏的机

理、过程和研究方法，灾变破坏力学的理论、方法与工程应用研究中的基本科学问

题、新兴的研究方向等最新研究进展进行深入交流，并以此为平台进一步增强国内

同行的合作与交流。 

本次专题研讨会征稿的有关事项如下： 

研讨会内容 

本专题研讨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灾变破坏力学与破坏分析研究进展； 

2.各类灾变因素的时空分布规律； 

3.灾变因素作用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方法； 

4.工程结构在灾变因素作用下的破坏机理和破坏过程； 

5.材料和结构破坏的分析理论和方法； 

6.基础设施失效破坏的风险与控制； 

7.基础设施健康诊断与安全性预测； 

8.结构损伤检测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9.基础设施损伤修复与功能提升的方法与技术； 

10.结构失效破坏的准则与安全控制标准； 

11.基础设施的全寿命安全与有效寿命预测。 

二、投稿方法 

“中国力学大会-2019”网址为：http://cctam2019.cstamconferences.org/，请

登录大会网址提交论文。 

请作者在线提交摘要的同时，发送一份电子文档给本次研讨会联系人宋家斌老

师，（jslxxh@163.com）。 

重要截止日期 

http://cctam2019.cstamconferences.org/
mailto:jslxxh@163.com


 

摘要上传截止日期：2019年 4月 30 日 

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19 年 6月 30 日 

会议报到日期：2019 年 8月 25 日  

四、专题研讨会联系人 

宋家斌 

电话：025-83786951；手机：13770662148；Email: jslxxh@163.com 

江苏省力学学会，南京西康路 1号，邮编 210098 

黄 丹，电话：13675107917， Email：danhuang@hhu.edu.cn 

余天堂，电话：13851580367，Email：tiantangyu@hhu.edu.cn 

曹茂森，电话：15251841008，Email：cmszhy@hhu.edu.cn 

 

                                  

河海大学力学与材料学院 

 江苏省力学学会 

2019 年 2月 27日 

 

 

 

 

  

 

招生招聘 

 

A PhD posi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We are looking for a talented, self-motivated, and enthusiastic student with a BSc or MSc degree 

in mechanical or materials engineering. Students with strong background in crystal plasticity and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re recommended to apply. 

Prospective candidates will be assessed based on how well they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   Excellent degree in their relevant discipline; 

§   Excellent written and spoken communication skills (iBT TOFEL score must be higher than 86, with no 

individual score below 20) 

The following skills are desirable: 

§   Ability to work with finite element packages, eg ABAQUS. 

§   Ability to program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languages: FORTRAN, MATLAB, or Python. 

§   Ability to develop or work with user materials subroutines (eg UMAT, VUMAT) 

§   Experience in materials modelling. 

mailto:jslxxh@163.com
mailto:danhuang@hhu.edu.cn
mailto:tiantangyu@hhu.edu.cn
mailto:cmszhy@hhu.edu.cn
https://imechanica.org/node/23132


 

Application Procedure 

Please email your CV and cover letter to hamid.Abdolvand@uwo.ca. 

The position is open until filled. 

To apply formally, candidates should send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o the graduate offi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two links: 

UWO- MME And https://www.eng.uwo.ca/msdl/ 

 

 

 

 

 Ph.D. Position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U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 Ph.D. position is available at Villanov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 conduct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bi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lows. Financial support for tuition and stipend will be 

provided.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start in fall 2019.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previous FORTRAN programming experience and familiar with Linux commands. 

Previous in-house cod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s strongly preferred. 

Qualifications and Skills: 

1. Strong programming skills using Fortran 

2. Strong knowledge of fluid mechanics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 

3. A thesis-based Master’s degree is preferred 

4. GPA above 3.0 out of 4.0 

5. GRE Quantitative section >=160 

6. TOEFL>=85 or IELTS>=7 for foreign students 

How to Apply: 

To apply, please send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materials to Dr. Chengyu Li (chengyu.li@villanova.edu). 

1. Curriculum vitae 

2. Transcripts from all previous institutions (official or unofficial) 

3. GRE score 

4.TOEFL or IELTS  score (for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only) 

5. An animation or still figures to demonstrate your previous simulation results are strongly preferred. Also, 

please includ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your contributions to this work. 

For details regarding Dr. Li’s research, please visit https://www.chengyuli.net/.  

Villanova University is a private research university that was founded in 1842. The university is located 12 

miles from Philadelphia, and within a 2-hour drive from New York City. U.S. News & World Report ranks 

mailto:hamid.Abdolvand@uwo.ca
https://www.eng.uwo.ca/mechanical/graduate/research_program/future_students/application_documents.html
https://www.eng.uwo.ca/msdl/
http://imechanica.org/node/22987
http://imechanica.org/node/22987
mailto:chengyu.li@villanova.edu
https://www.chengyuli.net/


 

Villanova as tied for the 49th best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he U.S. for 2019.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site for more details. 

http://www1.villanova.edu/university.html 

 

 

学术期刊 

 

《固体力学学报》 

2019 Vol. 40, No. 1 

Strength and Toughness Properties in Nanotwinned Metals and Gradient-nanostructured 

Metals: A Review 

 

The flexoelectric response of nanobeam based on the general strain gradient theory 

 

Stress concentration in octagonal honeycombs due to missing cell walls subjected to the 

biaxial loading 

 

Landing Process of Lunar Lander Simulated with Coupled DEM-FEM Model 

 

Vibration response method for liquid-filled thin cylindrical shell with crack damage 

 

The ICVEFG method for steady-state heat conduction problems in orthotropic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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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难点和堵点？  

（摘自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胡喆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现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经济“并驾齐驱”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环节”。必须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彻底打通关卡，破解实现技术突

破、产品制造、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的瓶颈。 

近日，由中国科技成果管理研究会、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

究所联合编著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 2018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

京正式发布。报告以全国 2766家公立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为样本，综合分析了

这些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进展和成效、典型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 

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快速增长、质量不断提升。 

近年来，随着从修订法律、出台配套政策措施到部署具体任务的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工作“三部曲”形成，我国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17年全国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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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成交技术合同 36万余项，合同金额超过 1.3 万亿元。 

报告显示，2766 家研究开发机构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快速增长，转化质量

不断提升，科技创富效应进一步显现，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能力不断增

强。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任解敏表示，一些单位及时出台政策配套文件，转化环境

逐步完善。一些单位瞄准市场需求，推动高价值成果产业化，注重科技创新源头设

计，形成了不少高价值科技成果，在政策利好的大环境下持续转化。 

例如，清华大学积极制定配套规章文件，成果转化数量和质量持续提升；山东

理工大学“无氯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以 5.2 亿元转化，创单项成果转化金额最高

纪录；这些都为广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的成果转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同时，通过加大科研人员奖励力度，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健全考核评价体

系，提高了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了成果转化动力。”解敏说。 

“重学术、轻转化”“接不住、用不了”：科技成果转化堵在哪？ 

此次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仍存在部分成果转化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专

业服务机构与专业人才缺乏、有利于成果转化的评价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满足转化

需求高质量科技成果不足等问题。 

例如，享受税收优惠备案程序复杂，一线税务部门执行差异等导致政策难以落

实，通过持股平台转化成果难以享受递延纳税政策。 

报告显示：仅 9.5%的单位设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其中只有 19 家认为其

专门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缺乏专业化成果转化管理和服务人才，特别是既懂得成

果转化，又具备法律、财务、市场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部分高校和院所的主管部门未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纳入科研单位分类考核评价

体系，多侧重论文发表、纵向科研项目等，导致科研单位“重学术、轻转化”。 

一些科研人员职称评审、项目申请等较少考虑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或权重很小，

主要侧重于完成项目、发表论文等指标，使部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 

此外，科技成果多为实验室阶段成果，一般做到样机或初级产品阶段，大多不

能“即时转化”，企业对科技成果“接不住、用不了”。 



 

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主任朱希铎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就好

比一个生态系统，需要各方面的要素共同发力，破除科技界存在的“唯论文”导向，

真正走通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成果转化之路。 

一线启示：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中南大学现有 5 个合同金额超 1 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转化收益的 70%奖

励给科研人员；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奖励科研人员金额近 2亿元，同比增长

2.2倍…… 

记者近期采访发现，在全国多地的高校科研院所，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进一步让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迸发，成为摆在不少科技工作者面前的

一道考题。 

西南交通大学积极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让科研人员享有职务发

明的部分专利权。而在此之前，所有职务发明专利归单位所有。 

西南交大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说：“改革激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学校

的专利申请量大幅上升。” 

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06所，通过组建航天原点创客成果转化七剑客团队，

将科研人员研发的设备精灵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成立了航天极创物联网研究院（南

京）有限公司，开启了航天央企首单科技成果量化“知本”投资的双创示范项目，

实现了国有企业科技成果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三权分离”，打通了“最后

一公里”。 

206 所科技委副总师孙磊表示，通过“成果知本券”和“内创业合伙人”机制，

进行量化确权激励，把科技成果转化成受益，合法合规地分配给单位和成果创造人，

回答了科技成果归谁的问题，有效缩短了成果转化周期，让成果增值和创新更有活

力。 

 

 

何建华委员：要给基础研究“十年磨一剑”的机会  

（摘自科学网） 



 

“现在重大问题很多，但大家不敢去碰。申请课题时，更愿意去找热点，因为热

度高的领域，更容易发文章。”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生命科学

研究部主任何建华 4 日感慨，科研不能跟着热点跑，但为考核评价指挥棒所累，科

研人员不敢或者不能去爬那更高的山峰。 

何建华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研究问题做了几年，文章发表情况不是太

好，科研人员自己还想坚持，但是“有意愿、没条件”。现行评价体系下，无论是对

个人还是对机构，都重论文数量与文章影响因子等定量考核指标，而且考核频繁、

周期短。“恨不得一年就出成果。”何建华说，“大家都想着要‘快’，谁快，谁就能

得到更多支持，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优势，这就是‘快鱼吃慢鱼’。”要是好几年不出

成果，科研人员就没了经费，课题不得不停下，在机构里甚至还可能被末位淘汰。 

“我国基础研究的现状是：研究队伍庞大、经费投入不少、论文发表很多，但重

大原始创新很少。”何建华说，真正的原始创新研究，那些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探索

研究，鲜有人愿意问津、敢于问津，也难以得到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部门的持续支

持。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部门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追求数量与追求速度

的迷思中，“我国整个基础研究体系还处于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之中”。 

基础研究要走到前沿，需要一批队伍攀登科学险峰，而这批队伍，也需要稳定

的补给来“保驾护航”。何建华说，宏观政策应该进行调整，营造能使科研人员潜心

研究、敢于“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氛围。 

具体怎么做？何建华认为，可以对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给予持续、稳

定的经费支持，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科研人员（比如副高级以上）给予稳定的基

本支持，给予适当的待遇和研究经费，允许自主选题开展研究。对科研机构和科研

人员应以中长期考核评价为主，鼓励科研机构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为目标，自主部

署研究方向、组织研究团队。“基础研究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过度竞争不利于潜心

研究。” 

坚持之后，如果真的取得重大成果，就该对这样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给予重

奖。何建华强调，一般性论文成果仅作参考或不作参考。对于拥有各类人才数量和

承担课题的数量也仅作参考，这些只是取得原始创新成果的有利条件，而非成果本



 

身。“至于什么是重大原始创新，也需要学术界逐渐形成共识。”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