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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结构与资助政策 

重大调整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基金委）通知，自

2014 年开始，国家基金委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结构和资助政策

做部分调整和规定，现将有关变化予以公告。 

 

   一、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实行新的管理办法 

2001 年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

金试行办法》于已废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

办法》于 2014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管理办法全文可登录以下网址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38/info39860.htm）查看。 

【解释 1】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不再实行部门推荐申请方式，改为

申请人通过依托单位直接向国家基金委提出申请。 

【解释 2】增加对群体负责人的年龄限制，申请当年 1 月 1 日需

未满 55 周岁。 

【解释 3】不再实行 3+3+3 年滚动资助，改为 6+3 年资助模式。 

【解释 4】申报期限为 6 年，申请经费 1200 万元，数学和管理

为 840 万元。 

【解释 5】作为群体负责人限获得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一次。 

 

二、取消部分项目类型 

取消的项目类型包括：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科普项

目、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项目、青少年科技活动项目和优秀国家重

点实验室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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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与调整部分项目类型。 

1. 不再设立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允许不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在结题当年申

请面上项目。 

 

2. 原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

专项合并为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解释 1】限项规则：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国家重

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国家重

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总数限 1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部门推荐项目获得资助后，在结题前项目负责人不得再申请其他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除外）。 

【解释 2】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分自由申报和部门推荐两

类。2014 年度自由申请类资助计划为 4.5 亿元，项目申请不得超过

1000 万元/项，资助期限 5 年。部门推荐类项目申请经费在 1000 万元

以上/项，目前通过教育部和中科院推荐，今后的推荐途径可能会拓

宽。 

【解释 3】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属于国家科技

计划资助类别之一，由科技部管理。与国家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一起查超项。 

 

3. 原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更名为重点国际（地区）

合作研究项目。 

【解释】2014 年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计划资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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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助强度约 300 万元/项，资助期限 5 年。 

 

四、上两年（本次指 2012 年和 2013 年）连续申请面上项目未获

得资助（包括初审不予受理的项目）的申请人，当年不得作为申请人

申请面上项目。 

【解释 1】上两年连续申请面上项目未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可以

申报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专项基金、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合作项

目等。 

【解释 2】上两年连续申请青年科学基金未获得资助的申请人，

在规定年龄范围内且符合其他限项规则，可以继续申报，不受面上项

目连续两年未获资助停一年申报的影响。 

 

五、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重点项目、重大

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

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包括

一年期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特殊说明的除外）、国家

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当年不得作为申请人

申请同类型项目。 

【解释】上年度获准一年期面上项目和一年期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的负责人，今年不得申请同类项目。一年期的专项基金不在此列。 

 

  六、 避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复

资助 

1. 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结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负责

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应当提交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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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复印件，加盖依托单位公章后，作为附

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并报送。 

【解释】正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往年是不得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项目（申请代码 G 开头），从 2014

年开始，是不得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有学部和局室项目。 

  2. 同一年度内，已经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不

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解释】往年是不得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项目（申请

代码 G 开头），从 2014 年开始，是不得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所有

学部和局室项目。 

 

七、NSFC-广东联合基金项目亚类说明变化 

2014 年 NSFC-广东联合基金指南明确不再接收培育项目申请，

只接收重点支持项目申请。 

 

八、境外人员申报身份限制 

1. 非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能作为无依托单位的申请

人申请各类项目。 

2. 受聘于依托单位的境外人员，不得同时以境内、境外两种身

份申请或参与申请各类项目。如果已经作为负责人承担了海外及港澳

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或者作为合作者承担了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在前

两类项目结题前，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其他类型项目。反之亦然，如

果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前两类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不得作

为申请人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或作为合作者参与申请

国际合作研究类项目。 

【解释 1】国家基金委与香港资助局的 NSFC-RGC 项目，属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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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研究类项目，受此规定限制。 

【解释 2】香港众多科研院所在深圳设立了深圳研究院，或在国

内设立了联合研究机构，并注册为国家基金委的依托单位。香港的科

研人员双聘在这些单位的，若以该深圳研究院为依托单位申报，属于

境内身份，受此规定限制。 

 

九、申请代码调整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若干学科处对申请代码进行了调整，

填报时按新申请代码填写。 

【解释 1】信息学部（F01）、化学学部（B02、B03、B04）、生

命学部（C08、C09）等变化较大。 

【解释 2】离线填报申请书时，不可同时打开往年和今年的申请

书，以免申请代码窜用出错。 

 

十、地理学（D01）、电子学与信息系统（F01）、肿瘤学（H16）

的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规范化选择已实施两年，并将继续

推行。从 2014 年起，申请其他学科项目也试用关键词规范化选择功

能，在关键词栏中选择中文关键词。 

 

十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需登录 ISIS 系统在线填报 

【解释】无 ISIS 系统帐号的项目申请人需在 1 月 15 日后向科研

院提供姓名（需与身份证、护照等证明材料完全一致）、所在院系、

当前职称、email（建议使用单位邮箱）、联系方式，科研院为申请人

开通帐户。 

 

十二、在站博士后需按实际情况填报项目的终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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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中的起始年月一律填写 2015 年 1 月，终止年月按照各类

型项目资助期限的要求填写 20**年 12 月（《指南》特殊说明除外）。

在站博士后人员申请相关类型项目，应当按照依托单位的书面承诺实

事求是地填写项目终止年月。 

【解释】即在站博士后人员申请项目的资助期限按实际承诺年限

执行。但为安全计，建议今年首次实行该项政策时，保守处理，仍按

正常起止年月处理。 

 

对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结构与资助政策调整有疑问

者，欢迎通过国家基金广东联络网 QQ 群（群号：54068193）问询。 

 

联 系 人：科研院基础处  罗梦娜、刘梅 

联系电话：020-84111595、84115962 

联系邮箱：luomn@mail.sysu.edu.cn 

 

 

科技发展研究院 

2014 年 1 月 12 日 

 



 

7 
 

《2014 年度项目指南》纸质版勘误表 

 

有  误 正  确 

限项申请规定第 vii 页： 

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不包括集

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特殊说明的除

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资助的项

目负责人，当年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

目。 

限项申请规定第 vii 页： 

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包括一年期项目）、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不包括集

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包括一年期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特殊说明的除外）、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

备研制专项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当年不得作为申

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第 85 页： 

7. 免疫耐受的细胞与分子机制（C080104） 

8. 免疫识别的细胞与分子调控（C080103） 

10. 多尺度、多模态生物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

（C1005） 

15. 细胞极性建立与维持机理（C0704） 

19. 食品加工过程的生物学基础（C2002） 

20. 食品中有害物质的产生、迁移及其控制

（C2001） 

21. 农作物免疫机制（C140106） 

第 85 页： 

7. 免疫耐受的细胞与分子机制（C0804） 

8. 免疫识别的细胞与分子调控（C0803） 

10. 多尺度、多模态生物医学图像与信号处理

（C100402） 

15. 细胞极性建立与维持机理（C0708） 

19. 食品加工过程的生物学基础（C2005） 

20. 食品中有害物质的产生、迁移及其控制

（C2007） 

21. 农作物免疫机制（C1409） 

说明：本表仅用于纸质版《2014 年度项目指南》。网页版的《2014 年度项目指南》、

ISIS 系统、离线申请书安装包中均为正确的申请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