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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合作交流项

目初审结果通知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NRF）合作谅解

备忘录，2020年双方共同征集与资助合作交流和双边学术研讨会项目。经公开征集，

我委共收到 255项申请。经初步审查并与韩方核对清单，共有 243项申请通过初审，

其中合作交流项目 216 项，双边学术研讨会项目 27项。现将通过初审的项目公布如

下： 

附件：通过初审项目公示 

 

关于 “特殊岩土力学特性与岩土工程技术研讨会”延期举办的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鉴于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现状，为切实保证与会专家学者的身体健康，

经会议组委会讨论决定，计划于 2020 年 5 月 15-17 日召开的“特殊岩土力学特性

与岩土工程技术研讨会”延期，预计 2020年 9 月召开，具体的会议日期将根据此次

疫情情况确定，请关注学会官网和微信公众平台的相关通知。 

 

关于申报 2020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的通知 

（摘自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网站）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动计划办公室 2020 年度继续组织高起点新刊子项目申报，现就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http://bic.nsfc.gov.cn/Show.aspx?AI=1287


 

一、项目设置 

项目内容：以域选刊、前瞻布局、突出引领，在传统优势、新兴交叉、战略前沿、

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创办高起点英文科技期刊。以补短板、填空白和促进优质出版资

源集聚为原则，重点支持优先建设领域创办新刊。优先支持领军期刊创办姊妹刊或

子刊，优先支持集群化试点单位创办新刊。 

项目数量：不超过 30项 

支持额度：入选项目履行期刊审批手续并获同意后，每刊支持 50 万元，一次性

拨付。 

二、优先建设领域 

1．电化学 

2．人工智能 

3．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4．海洋工程 

5．生态学 

6．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 

7．涂料学和薄膜材料 

8．复合材料 

9．微生物学 

10．土壤学 

11．环境工程 

12．机器人学 

13．遥感 

14．病毒学 

15．粒子物理学 

16．核物理 

17．天文学 



 

18．食品科学技术 

19．农业工程 

20．制造工程 

21．地质工程 

22．毒物学 

23．药物化学 

24．凝聚态物理学 

25．数学物理学 

26．生物工程学和应用微生物学 

27．生物物理学 

28．高分子科学 

29．有机化学 

30．分析化学 

31．无机化学 

32．金属功能材料和新型金属材料 

33．热力学 

34．生物材料 

35．陶瓷材料 

36．数据科学 

37．集成电路 

38．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39．呼吸系统疾病 

三、申报对象 

符合《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具有较强学术优势和

一定办刊基础、符合高起点新刊项目定位的拟创办英文科技期刊主办单位。 

四、申报流程 



 

1. 申 报 单 位 注 册 并 登 录 管 理 平 台

（http://kjqkxm.castscs.org.cn/egrantweb/），根据自身条件选择申报项目，填

报相关信息。 

2.申报单位上级单位注册并登录管理平台，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3.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办公室对经主办单位审核的申报项目进行资格审

查。 

4.审核通过的期刊或单位获得申报资格，须向项目办公室提供纸质申报材料，

所报送材料如无特殊说明，均需报送一份。所有材料一律用 A4文本打印。 

五、申报材料 

1.由主要主办单位出具正式报送函（报送函主送单位写“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办公室”）； 

2.《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期刊类项目申报书》（通过管理平台打印后加

盖公章,有多家主办单位的均需加盖公章）； 

3.主要主办单位法人证明文件复印件； 

4.主办单位国有资产证明文件复印件（事业单位、机关法人、社团法人不提供）； 

5.其他有利于申请立项的材料。 

六、产生办法 

根据项目申报情况划分评审小组，采取专家评审、现场答辩的方式产生拟支持

项目。拟支持名单经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正式确定为入选项目。入选项目申报

主体与中国科协签订项目任务书，明确建设方向和任务目标。 

七、其他事项 

1.项目申报书最后一页“申报诚信声明”必须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不可用

签名章代替。 

2.申报单位须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不得谎报、编造业绩，如查出存在弄

虚作假行为，将取消本期评审资格及下一周期申报资格。 



 

3.管理平台开放时间为 2020年 4月 30日 12:00至 5月 28日 17:00，请在此期

间填写申报信息。 

4.申报单位请在申报同时前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智慧计财服务平台

（nk.cast.org.cn）项目申报页面进行供应商注册，技术咨询：53352066。 

5.纸质申报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 2020年 5月 25日至 5月 29日。请按照申报要

求将纸质申报材料报送至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86 号中国科协综合业务楼西

316,100081，逾期不予受理。纸质申报材料一经收取，恕不退还。 

申报咨询联系方式： 

中国科协 

联 系 人：顾洺玮  丁天平 

联系电话：010-68581259，62103368 

传  真：010-68571884 

教 育 部 

联 系 人：王  骁 

联系电话：010-66096298 

传  真：010-66020784 

科学技术部 

联 系 人：史  昱 

联系电话：010-58884341 

传  真：010-58884343 

国家新闻出版署 

联 系 人：杨震林 

联系电话：010-83138648 

传  真：010-83138642 

中国科学院 

联 系 人：杨子秀 



 

联系电话：010-68597596 

传  真：010-68597134 

中国工程院 

联 系 人：陈冰玉 

联系电话：010-59300273 

传  真：010-59300239 

纸质材料报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丁天平 

联系电话：010-62103368 

附件：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期刊类（高起点新刊）子项目申报书.docx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办公室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代章） 

2020 年 4月 30日 

 

 

 

 

 

 

 

 

 

 

 

 

 

 

 

http://www.cast.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f4997067529432e952b10aeb2f26215.docx
http://www.cast.org.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f4997067529432e952b10aeb2f26215.docx


 

 

学术会议 

第十一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第十一届全国流体力学学术会议定于 2020 年 12月 3日至 6日在深圳召开。本

届会议由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南方科技大学承办。  

1．  征文须知  

凡未正式发表的在流体力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等方面的学术思想、探索与发现、

研究进展和成果等均可以论文形式投稿。与国防研究有关的论文，其保密性由论文

作者自行负责，须经作者所在单位审核。论文计量单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请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前，将不超过一页 A4 纸的论文摘要发送到以下电子邮

箱：cstam_fluid20@sustech.edu.cn。摘要经审核后，将及时通知作者录用结果。

被录用的论文应于 2020 年 9月 30日前提交全文。  

论文摘要和全文的模板下载网址：mae.sustech.edu.cn/fluid2020  

2．  会议交流方式  

会议交流设为三个部分。组织形式见下表：  

序号 形式 负责组织机构 

1 大会报告 流体力学专委会 

2 分会场报告 流体力学专委会各专业组 

3 专题研讨会 由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根据投稿情况确定 

3．  会议组织机构（按姓氏拼音排序）  

（1）会议主席： 陈十一  

（2）顾问委员会：邓小刚、樊菁、符松、何国威、李家春、林建忠、陆夕云、

孟庆国、沈清、童秉纲、吴有生、张涵信、郑晓静、周恒、周哲玮  

（3）学术委员会  

主任：刘桦  

副主任：刘先贵、王晋军、赵宁、周济福  



 

委员：陈斌、何枫、胡国庆、姜楠、姜宗林、康琦、黎作武、刘沛清、卢东强、

倪明玖、邵雪明、谭文长、陶建军、王勋年、魏小林、许春晓、杨云军、姚军、詹

杰民、赵建福  

（4）组织委员会  

主任：单肖文  

委员：陈杰、邓巍巍、黄仕迪、刘宇、汤亚南、万敏平、王建春、王连平、吴

雷、夏克青、余鹏  

4．  重要时间节点  

论文摘要截止：2020 年 7 月 15 日  

摘要录用通知：2020 年 7 月 31 日  

论文全文截止：2020 年 9 月 30 日  

5．  会务组联系方式  

邓巍巍：手机 13823741977, E-mail: dengww@sustech.edu.cn  

黄仕迪：手机 15012529680, E-mail: huangsd@sustech.edu.cn  

万敏平：手机 13662218321， E-mail: wanmp@sustech.edu.cn  

吴雷：手机 13802240205， E-mail: wul@sustech.edu.cn  

余鹏：手机 13686423386， E-mail: yup6@sustech.edu.cn  

中国力学学会流体力学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招生招聘 

Faculty Position in "Sustainable Materials" at EPFL, Switzerland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at EPFL invites applications for an industry-sponsored tenure 

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position in Sustainable Materials within its 

Institute of Materials. We seek exceptional individuals who will develop and drive a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discipline, who have a strong dedication to teaching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s, and who will be proactive members of their professional 

and university communities. 

Applications are invited covering all areas of research in sustainability-related challenges in 

materials science, across all classes of materials. Examples of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experimental and/or data-driven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materials, life cycle-

aware design of materials, novel approaches to processing or recycling of materials, as well as 

bio-sourced or biodegradable materials. 

As a faculty member of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be expected to 

initiate an independent and creative research program and participate in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teaching.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salaries, start-up resources, and benefits are 

offered. 

Applications should include a cover letter with a statement of motivation, curriculum vitae as 

well as a list of publications, together with the names and addresses of 3 to 5 referees. 

Candidates are also asked to provide a statement of teaching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ir research 

plans, which should include a brief, one-page outline with their vision on the challenge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packaging. Applications must be uploaded in PDF format to the 

recruitment web site: 

https://facultyrecruiting.epfl.ch/position/21397505 

Formal evaluation of candidates will begin on 30 June 2020. 

Enquires may be addressed to: 

Prof. Harm-Anton Klok 

Search Committee Chair 

e-mail: imx-search@epfl.ch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EPFL, please consult the 

websites: www.epfl.ch, sti.epfl.ch, imx.epfl.ch   

https://facultyrecruiting.epfl.ch/position/21397505
mailto:imx-search@epfl.ch
https://www.epfl.ch/en/
https://sti.epfl.ch/
https://sti.epfl.ch/research/institutes/imx/


 

EPFL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and family-friendly university. It is committed to 

increasing the diversity of its faculty. It strongly encourages women to apply. 

 

 

 

 

 

PhD Student Position at IMT Lucca within EU MSCA-ITN-ETN 

NewFrac 

Dear All,  

a PhD Student Position at the IMT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Lucca is now available within the 

EU MSCA-ITN-ETN Marie Curie Innovative Training Network project "NewFrac". The topic 

concerns computational fracture mechanics (phase field and cohesive zone mdoels), for 

photovoltaic (multi-physics) applications, see: 

https://euraxess.ec.europa.eu/jobs/491145 

The candidates for such a position must be not Italian, according to the MSCA agreement.  

A visiting period in Spain is expected as a part of the PhD programme. The scholarship will be 

supported by the ITN project for 3 years, at the monthly rate given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for Marie Curie scholarships. If needed, the PhD student can profit for a fourth year extension, 

supported by a scholarship provided by the IMT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Lucca (which has 

a reduced amount as compared to the 3-years MSCA-ITN-ETN scholarship, but we can offer 

accommodation and canteen services as benefits in the IMT Campus for such a fourth year).    

Please apply online based on the above link, by the deadline of June 30, 2020. 

The starting date will be November 2, 2020. 

Sincerely yours, 

  

 

 

https://euraxess.ec.europa.eu/jobs/491145


 

 

 

 

 

 

 

学术期刊 

《计算力学学报》 

 2020 年第 37 卷 

碳纳米管改性的双马来酰亚胺树脂力学性质的分子尺度模拟研究 

叶宏飞,李东,姚婷婷,郑晓飞,吴迪,郑勇刚,张洪武 

结构可靠性优化的多输出高斯过程代理模型 

赵维涛,刘照琳,祁武超 

基于傅里叶级数的汽轮机叶根轮槽结构设计 

李明,张小娟,余德启,舒伟林,程凯 

双层石墨烯系统稳态受迫振动问题中的辛方法 

范俊海,贾菊芳,赖安迪,周震寰,徐新生 

基于离散-连续耦合方法的隧道压力拱特性研究 

高峰,谭绪凯,陈晓宇,丁其乐,李星 

 

 

部分期刊近期目录 

工程力学 

力学学报 

应用数学力学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201&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203&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206&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210&flag=1
http://www.cjcm.net/jslxxb/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214&flag=1
http://engineeringmechanics.cn/CN/1000-4750/home.shtml
http://lxxb.cstam.org.cn/CN/0459-1879/home.shtml
http://www.applmathmech.cn/CN/volumn/current.shtml


 

 

 

 

网络精华： 

中科院连续八年位列自然指数全球首位 

（摘自科学网） 

4月 30日，2020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Nature Index 2020 annual tables）正

式发布，中国科学院再次位列全球首位。根据此前发布的自然指数数据，中科院已

连续 8年位列该排行榜全球第一。 

此次最新的自然指数是基于 201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的统计数据，展示了

不同国家和科研机构在自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产出的情况。该排行榜显示，中科

院在全球科研机构综合排名中高居榜首，贡献份额占自然指数总份额的 2.8%，是排

名第 2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两倍；中科院在化学、物理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 3个学

科领域继续排名第一，在生命科学领域排名全球第 5。 

德国马普学会、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

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北京大学分列

排行榜 3 至 10 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调整后的贡献份额增加了

25.6%，位次有大幅提升，首次跻身全球前十。 

今年的自然指数还增加了“机构上升之星”榜单，追踪 2015 至 2019 年各机构

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增长情况。中国在该榜单居主导地位，前 44家机构上升之星全部

来自中国。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经调整后的贡献份额增加了 242%，反映了在过去

四年发表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有显著增加。根据 2015至 2019年调整后的贡献份额变

化情况，升幅最快的前五家机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 

最新榜单显示，美国依然是高质量研究最大生产国。中国居第二位，2015年以

来科研产出有大量增加，差距在不断缩小。2015 年到 2019 年，中国经调整后的贡



 

献份额增加了 63.5%，是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下降了 10%。其他年度产出居前十位

的国家是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瑞士、韩国、澳大利亚。 

自然指数是机构科研表现的一个指标。目前纳入自然指数统计的自然科学期刊

数量为 82本。自然指数目前主要采用论文数和份额两种科研产出计算方法，其中论

文数（Count）（以前被称为“论文计数 (AC)”）是指一篇文章不论有一个还是多个

作者，每位作者所在的国家/地区或机构都获得 1分；贡献份额（Share）（以前被称

为“分数式计量（FC）”）旨在体现每位论文作者的相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