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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战略研究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专项（ＧＨＪＺＬＺＸ２０１９３１），中科院政策调研课题（ＺＹＳ２０１９０３）资助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ｚｑ＠ｃｌａｓ．ａｃ．ｃｎ

关于我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强国的

若干思考

陶　诚１　张志强，２，３　陈云伟２，３

（１．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北京 １００８６４；
２．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研究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３．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 １００１９０）

摘　要：基础研究是所有科学技术的理论和知识源头，是科技、技术、产业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一

个国家基础研究能力的强弱决定着其科技水平的高低和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英、德、法、美、日等科

技强国都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强国。我国当前多项科技指标位居世界前列，但对

现代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科学贡献仍不多见，领先技术屈指可数。在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进

程中，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本文在阐述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科技强国加强基础研究

的有益经验启示、我国建设基础研究强国的有利条件和时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基础科学研

究的以下建议：制定长期稳定的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政策体系；立法确定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

经费投入机制；遵循基础研究规律，支持新型基础科学研究卓越创新机构建设；面向重大问题和需

求寻求在重点领域实现引领和突破；推动基础研究机构与应用研发机构之间的研发合作；建立符合

基础科学创新规律特征的考核评价机制；创造与国际一流卓越科学创新机构的良好开放合作模式。

在未来三十年建设科技强国的征程中，我国必须为满足国家某些特定目标的需要，积极布局相关领

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强调创新自信，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更多原创性科学理论，作

出更多原创性科学发现，以便有力支撑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更多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主

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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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研究是旨在创造新的科学发现、增加新

的原理性科学知识的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基础

研究的科学发现成果是所有科学技术的理论和知

识源头。

基础研究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

水平的高低、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大小，并最终决定

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强弱。纵观世界科技发展

史，科技强国无一例外是基础研究强国，没有强大

的基础研究支撑，科技强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

国已经确立了２０３５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至

２０５０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为实现

此战略科技目标，必须直面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方

面存在的各种短板和不足，科学规划科技强国建

设长远路径，前瞻布局并不断优化科技未来竞争

基础和关键领域，推进国家重大战略性科技部署，

切实改善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加速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产出一大批重大基础性创新成果，为

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安全提供长远的

基础性战略支撑。在此过程中，我国基础研究是

相对最为薄弱的一环，至今没有产生过世界科学

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理论和原创的科学思想，

在更新人类知识体系的重大基础研究领域的贡献

乏善可陈，中华民族仍需要不断努力为世界文明

做出独特的贡献。郝柏林［１］在 ２００４年就指出，

“技术引进，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郸学步、履

人后尘，总难以真正技超群雄，‘领导世界新潮

流’。只有深厚、广泛而持续的基础研究才能孕

育出异军突起的技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支柱

产业。”

进入２１世纪，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系

统化突破性发展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孕育来临，信息科技、能源科技、生命科技、材

料科技、空间科技等众多科技领域呈现创新迸发、

科技突破群发涌现和汇聚融合等发展特点，全球

创新的新格局加速形成，世界已经进入以创新为

主题和主导的发展新时代［２，３］，进入科技发达国

家高度重视争夺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的新时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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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强国间争夺核心技术与关键科技产业的“科技

战”将更加频繁甚至激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

经济数量型持续增长的惯性减弱，经济的质量型

增长成为大势所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入科技

引领、科技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作为支

撑，这就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高质量科技成果

提出更高要求和更迫切需求，并使得我国长期依

靠西方科技强国供给基础科学理论知识的时代窗

口快速收缩，除了强化自身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

供给能力别无选择。在此背景下，我国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基础研究对高质量科技创新的

源头理论知识支撑。除此经济发展的功利性目的

外，中华民族要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必须

是一个富有思想创造力、知识创造力、文化创造力

的民族，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世界未知领域和未知

知识的发现和创造。因此，开展长远战略性布局，

长期持续支持和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刻不容缓。

下面就我国加强发展基础研究提出一些思考。

１　基础科学研究是科技进步的基石和

技术创新的源头

　　美国万尼瓦尔·布什（ＶａｎｎｅｖａｒＢｕｓｈ）１９４５

年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指出，基础研

究是在没有考虑实际目的情况下开展的，产生的

结果是关于自然及其规律的一般知识和理解［４］。

基础研究产生新的知识，是技术进步的铺路石，就

其即时效用而言，基础研究是一种机会游戏，是一

项投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对基础研

究的定义也类似，即基础研究是实验和理论研究

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关于自然现象和观

察结果背后的新知识，但事先并没有计划任何特

定的应用和使用目的［５］。司托克斯（Ｄ．Ｅ．

Ｓｔｏｋｅｓ）在其提出的科学研究“四象限模型”中，又

将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其

中，“波尔象限”主要是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

究，研究中并不考虑研究结果的实际用途，如：波

尔对原子结构的探索、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孟

德斯鸠的遗传学理论等；而“巴斯德象限”则是应

用引发的应用基础研究［６］。

从近现代科学发展进步历程来观察基础研究

会发现，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使力学最早成为系

统科学的自然科学［７］；力学和热学的理论发展，

推动了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开启了工业革命；

电磁学的发展，促进了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发明，使

电力成为各行各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门

捷列夫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为人类认识物质

世界提供了系统的指引；香农在１９４８年创建了信

息论［８］，阐明了通信的基本问题，给出了通信系

统的模型，奠定了信息时代的理论基础；图灵在

１９３６年首次阐明了现代电脑原理，从理论上证明

了现代通用计算机存在的可能性；孟德尔定律、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等，无不开启了生命科学

研究的新范式；钱学森预见到高超声速飞行技术

的可能性，为我国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研制和发展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肖尔教

授提出的量子分解Ｓｈｏｒ算法，证明了可以用量子

计算机来破解ＲＳＡ加密算法，掀起了研究量子计

算机的高潮［９］。

可见，基础研究为应用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

础，是技术创新的知识源头，基础研究的进步不断

引发应用研究的突破、新产品的研发以及商业化

应用，促进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迭代革命。

同时，基础研究的进步不断更新和逐步深化着人

类对世界的认知，不断刷新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

生命世界的思维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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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创新与应用

速度的不断加快，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到应

用开发的传统线性模式已经很难完美描述科技创

新过程的规律和特点，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应

用开发的时间周期明显缩短，不同研究类型之间

的重叠和转化，导致不同类型研究之间的界限日

益模糊，转化型研究（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０］日

益增多，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强调在实验室与临床

之间建立一个双向转化通道，以便基础研究成果

快速临床转化应用于疾病诊断、预防和治疗。这

反映了基础研究尽管是追求原理性基本认识，但

支持应用发展的目标导向性正在不断强化。

随着科技生产力作用的日益上升，科技创新

部门从社会分工的重要部门逐渐发展为主要部

门，科学创新活动的“国家化特征”（国家谋求占

领基础前沿科技领域战略制高点以实现国家竞争

力绝对优势）和“企业化特征”（科技领军型企业

追求占领基础前沿科技领域制高点以谋求更大利

润空间和市场占有率）日益明显，基础研究又形

成了从兴趣驱动的完全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到

企业核心技术与利润目标导向、国家战略安全与

科技领导力目标导向并存的定向基础研究等不同

形式。不管基础研究的阶段如何、形式如何、目标

如何，都在追求对人类未知自然疆界终极奥秘的

科学突破性认识，为人类当前生存发展与未来高

质量幸福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认知。这样的

基础研究永远都不会缺席，这样的基础科学研究

强国才有可能扼守科技强国的战略地位。因此，

长远战略布局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国家、社会持续

支持开展提供原理性科学知识的基础研究，都是

国家间科技的源头性重大竞争疆域。不是基础科

学研究强国，就不可能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科技

强国。

２　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基础科

学研究强国

　　自科学革命以来，基础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重

大突破，对人类经济和社会跨越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在短短的５００年时间内，创造了人类

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支撑了全球人口

数量的巨大增长。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没有

认识到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科技发展的巨大价

值。而在此过程中，英、德、法、美、俄、日等科技强

国在推动科技发展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与它

们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是分不开的，英、德、法、俄

等国先后在科学革命的早期就建立了推动基础科

学研究的科学院（或科学学会）组织。这些国家

基础研究的繁荣是奠定其科技强国的最关键基

石。而美国在二战后快速崛起为世界头号科技强

国，与其创立基础研究重要性的科技政策理论、制

定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科技制度密切相关。重视

基础科学研究，才使得了美、英、德、法等成为百年

诺奖自然科学奖最多的国家，日本、俄罗斯也都跻

身诺奖自然科学奖获奖最多的前 ９位国家［１１］。

可以说，成为基础研究强国是建成科技强国的重

要前提，一个没有强大基础研究实力的国家不可

能成为科技强国。只有长期重视基础研究，才能

有机会取得科技创新“从无到有”的原创性重大

突破，才能在科学前沿领域和方向取得突破性、引

领性的重大知识发现成果，进而带动技术的原始

创新，抢占技术制高点，最终造就强盛的科技新

工业。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１９４５年发布的《科学：无

止境的前沿》报告奠定了二战后美国科技体制的

理论基础，对美国科技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推

动科研特别是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国家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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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科技政策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美国后来居上超越英国、德

国、法国、俄罗斯，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在该报告影响下，美国于１９５０年成

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ＮＳＦ），其宗旨是促进科学进步，促进国家

健康、繁荣，提高福利和国防发展等。ＮＳＦ对美国

而言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其资助基础研究和人员来

创造可改变未来的知识，是美国唯一一家支持除

医学科学以外所有基础科学和工程领域自由探索

性基础研究的联邦政府机构，其年度预算７５亿美

元（２０１７财年数据），美国高校获得的联邦政府支

持的基础研究经费有２４％来自 ＮＳＦ［１２］。ＮＳＦ仅

作为科研资助部门，其年度预算在美国政府科技

部门中虽然比较少，但其支持自由探索性基础科

学研究的明确定位，对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持

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适应国际环境与科技创

新趋势的新变化，ＮＳＦ在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８年连续升

级其战略计划，最新战略计划《构建未来：投资发

现和创新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ｕ

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重新定

义了ＮＳＦ的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以保持美国

在研究与创新上的全球领导地位［１３］。除了 ＮＳＦ，

美国政府其他科技研发机构重点支持国家目标的

定向基础研究，都是以年度预算形式确定支持经

费。此外，美国科技领军型企业也在市场导向的

基础研究方向大力投资。目前，美国已形成了部

门与机构间职能明确、分工有序的科学研究支持

体制机制。据《科学》官网报道，美国基础研究投

入整体持续上升，其中，美国联邦政府的基础研究

投入经费在近年来总体维持在３８０亿美元上下波

动，在全美基础研究投入中的占比逐年下降，而企

业、大学和私人基金会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逐年

上升。特别是美国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非常高，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在２０１４年

投入了２４５亿美元从事基础研究［１４］。美国基础

科学研究投入的日益多元化，对美国保持基础科

学研究世界强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盟在过去十年多的时间里对基础研究的重

视空前高涨，作为“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的核心成

就，欧盟于２００７年成立了欧洲研究理事会（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ＲＣ），其使命是通过竞争

性资金鼓励欧洲最高质量的研究，并在科学卓越

的基础上灵活支持所有领域的“研究者驱动”（或

称为“自下而上”）的前沿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

欧洲的基础研究争取更多资助［１５］。欧盟在２０１８

年６月正式提交的 “欧洲地平线”（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ｕ

ｒｏｐｅ，２０２１２０２７）计划，预计科研资助额度达到

１０００亿欧元，又将基础研究与创新和社会重大问

题一起，作为三大重点关注领域，旨在提供基础研

究服务、解决社会和提升工业竞争力面临的

问题［１６］。

英国是近代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引领者，

拥有着深厚的科学积淀，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极

大地促进了科学发展及民众对科学的认知，使得

科学成为一种文化和信仰。英国政府长期重视基

础研究，在高校拥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和实验室，

科研活动受到政府双重资助体系的支持。这些条

件使得英国更有利于产生基础性、理论性的科学

突破，在基础研究领域保持高效率产出和世界领

先地位［１７］。从诺贝尔科学奖的产出效率来看，英

国在近６０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亿均人口累计

诺奖自然科学奖产出最多的国家［１８］，是近６０年

中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产出效率最高的国家。

德国的基础研究在国家层面上由联邦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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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部管理，经费来源广，课题多样。从事基础研究

的机构包括高校和学会，其中马普学会是中坚力

量，而德意志研究联合会主要负责资助大学和公

共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工作［１９］。德国的基础研

究成果在全球处于领先行列，特别是在二战前的

近３０年里，德国都是亿均人口累计诺奖自然科学

奖产出最多的国家［１８］。

法国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基

础研究领域曾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一度成

为世界重要的科学中心。其典型做法是根据国立

科研机构的性质和定位实行分类管理，把国立科

研机构分为“科技型”和“工贸型”两大类。科技

型国立科研机构是“非定向综合型自由探索”的

主体力量，主要承担各学科领域或综合学科领域

的前沿交叉研究、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以法

国国家科研中心（ＣＮＲＳ）为代表，目前ＣＮＲＳ是法

国最大的科技型国立科研机构，也是欧洲最大的

科研机构之一，为法国、欧洲乃至全球科学研究特

别是长期性基础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２０］。

日本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持续提出新举措

提升基础研究地位。首先提出“技术立国”战略，

将战略重点从产业技术的引进模仿转变为强化自

主基础性研究；１９９５年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

战略，从重技术创新转向了科学与技术创新并重；

２００７年，设立“世界顶级国际研究中心计划”

（ＷＰＩ），致力于形成以高水平研究人员为核心的

世界顶级研究基地；２０１２年，推出了“强强合作计

划”（ＣｏｒｅｔｏＣｏ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加强与１５个科技发

达国家或地区在科学前沿领域的合作［２１］。

这些科技强国为应对未来１５～３０年、乃至未

来５０年发展面临的难题和挑战，在积极讨论和研

判未来发展趋势的同时，不断完善科技创新制度，

完善、升级或制定新的国家科技领域发展战略与

规划，布局未来关键科技领域和方向，强化基础前

沿研究支持，谋划科技创新发展道路，应对未来的

科技变革挑战，争夺关键科技领域领导地位。例

如，英国政府在２０１８年４月发布《产业战略：人工

智能领域行动》政策文件，进一步制定有关人工

智能技术的具体行动措施［２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签署《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启动为

期１０年、投入１２亿美元的“国家量子计划”项目，

以确保美国在量子信息科学及技术应用领域的领

先地位［２３，２４］；２０１９年２月，美国正式启动人工智

能计划，将集中联邦资源，在投资研发、释放资源、

制定治理标准、培训劳动力、确保国际竞争优势等

五大重点方向上发展人工智能［２５］，誓言要做人工

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导者。在当前及未来全球竞争

的关键和前沿科技领域和方向，科技强国之间的

竞争态势瞬息万变，必须未雨绸缪。

３　中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强国正当

其时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特别是国家知识创新工程

实施近２０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大国，多项科技指

标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ＩＭＤ）２０１８年公布的《２０１８年世界竞争力报告》

显示，我国竞争力排名已升至全球第 １３位［２６］。

据世界银行（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

总量稳居全球第二（２０１７年ＧＤＰ总量１２２４万亿

美元）［２７］，综合国力、竞争力持续提高。我国经济

发展还具有经济韧性足、市场需求大、产业体系

全、社会资本储备多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势。

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Ｒ＆Ｄ）经费从１９８８

年的９０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６０６亿元，位居

世界第二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数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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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为 １３８１５９４件）［２８］。科睿唯安公司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基本科学指标（ＥＳＩ）数据库

显示，２０１８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约为４４３万

篇，位居全球第二，数量约为美国（６１１万篇）的

７２５％。科睿唯安公司２０１８年发布的高被引科

学家名单显示，中国（不含港澳台）入选人次（４８２

人次）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２６３９人次）

和英国（５４６人次）［２９］。中国科技的快速数量化

增长成就显著，为科技创新从量变到质变奠定了

坚实基础，决策界和科技界也已经形成了淡化追

求数量化增长、强化追求质量化增长的广泛

共识［３０］。

近年来，我国在原创基础研究、关键研究设施

平台等方面，也陆续取得了不少位居世界前列的

重大科研成果，如：铁基超导材料、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多光子纠缠、中微子振荡、干细胞、体细胞克

隆猕猴、拓扑半金属等重要原创性突破，悟空、墨

子、慧眼、鹊桥、碳卫星等科学实验卫星，５００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嫦娥四号探测器

实现的人类首次在月球背面登陆等重大技术突

破，等等［２８］。然而，我国科技界对现代人类知识

体系的原创性重大科学理论贡献仍不多见，迄今

的长足发展主要是应用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理论

成果，主要依靠引进和吸收以往科技和工业革命

的成果，基本是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早期长期

“跟跑”，近年来一些领域才开始实现“并跑”，科

技“领跑”的领域仍屈指可数。

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要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急需科技的有力支撑，以便实现科技成果

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丰富和拓展人类科技文

明知识体系做出应有的“中国贡献”。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我国要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

研究。２０１８年１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

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也明确了新时期全

面加强基础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和具体举措。这都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基础

研究的高度重视。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在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

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解决科技创新的理论与知识源头供给问题，而

其关键是完善国家科技创新政策和制度。这应该

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共识，不应议而不决和有

所反复。

同时，放眼全球，科技创新的范式变得越来越

复杂。首先，“科研国家化”现象日益明显，各国

政府不断采用政策引导、加大投入等方式，推动和

释放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加快从基

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化。其次，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呈现多元化，以美国为例，

在政府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基金会、企业对基础研

究的投入急剧增长。比如，美国于１９９３年提出的

信息高速公路计划［３１］、２０１２年提出的美国大数据

研发计划［３２］和２０１６年推出的联邦大数据研发战

略计划［３３］等，政府投入只是引导性投入，撬动的

社会投入才是主要投入。第三，科技型企业成为

应用基础研究的生力军，随着一些科技型企业发

展壮大并布局占领未来产业技术制高点，企业自

身也投入经费开展主导产业技术相关的前沿基础

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如谷歌、ＩＢＭ等科技

领军型企业持续投资量子计算研究；我国华为公

司长期重视研发投入，才能在５Ｇ领域领跑全球，

也才能在美国禁运芯片的情况下有自主研发的麒

麟芯片予以替代。第四，由政府主导的定向基础

研究担负着国家战略使命，与自然科学基金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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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持的自由探索性基础科学研究不同，这种定

向的、目标导向的、带有国家意志的战略性基础科

学研究，也成为基础研究取得突破的一种新范式，

例如，１９５８年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空

间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已创造了多项重大突破，获

得了多个诺贝尔奖级别的重大成果。

可见，不论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环境的挑战，

还是满足国内科技向引领性发展转变的重大需

求，我国已经不能再亦步亦趋地走在科技强国后

面全盘吸收借鉴其科学知识创新的成果为我所

用，而是必须能够对人类科技文明知识体系的完

善做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在科技史上书写属于

中国和中国人的知识创造贡献篇章。而且，我国

当前已经奠定并已经处于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着力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强国，

才能筑牢科技强国的深厚根基。

４　中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着力点

长期以来，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不足、创新能力

薄弱，长期依赖西方科技强国的创新知识供给，导

致我国对一系列重大核心技术领域没有自主权和

话语权，在一些前沿技术和产业领域与美国等科

技强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包括半导体（材料、设

备、芯片等）技术、生物医药和先进医疗设备、先

进材料、高端装备（如，大飞机）等，特别是半导体

领域的芯片研发，经费需求大、周期长、迭代快、领

域广、专业化程度高（分类多）、人才要求高、应用

依赖路径强，要在短短数年内取得绝对优势是非

常困难的。

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充分

发力，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科技发展重大

前沿问题，破解科学技术难题；要前瞻判断科技发

展方向，强化基础前沿的战略引领，强化突破性的

优势和路径；全面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政策体

系，加强优秀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遴选和长期稳定

支持优秀的创新团队。基础研究的科学突破，绝

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忌急功近利、短期政绩观的

干扰。只有长期稳定地持续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才能逐渐孕育出重大科学发现与前沿成果，培育

出领跑性领域和方向，为重要科技领域的崛起提

供坚实的知识体系支撑，不断为我国乃至全世界

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提供原始的思想、理论和知

识供给。

本文对我国加强基础科学研究，提出以下几

个方面的建议：

１）制定长期稳定的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政

策体系

我国要制定科学有效地反映国家战略意志的

基础研究政策体系，一方面旨在满足自由探索的

需要，另一方面要集中力量快速有效地解决国家

发展中的战略性需求所涉及的重大基础科学问

题，包括即将面临和未来的“卡脖子”问题、短板

问题，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与任务组织体系，力争

在２０３５年将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在总体上跻身

到国际第二方阵，即与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处

于同一阵营［１１］，２０５０年升至国际领先水平（跻身

第一方阵）。首先，优化基础科学研究重点布局

领域体系，要致力于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

研究、空间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等方面完成

一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以应用为导向的定向基

础性研究成果，突破关键瓶颈并形成理论基础。

其次，加强建设完整系统的基础研究优秀科学人

才培养和配置体系，形成“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科技人才交流体系，初步

建成优秀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职业生涯发展

体系。第三，完善基础研究稳定经费支持政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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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协调好国家顶层设计的竞争性择优支持计划

经费、国家战略科技机构针对战略科技领域自主

配置的稳定支持机构预算经费、自然科学基金类

项目支持的自由探索性高风险基础研究项目经费

的相互关系，使国家和机构定向基础研究、个人与

团队自由探索性高风险基础研究等竞相迸发。第

四，遴选建设和支持一批新型的、以前沿重大挑战

性科学问题研究为导向的专业领域卓越创新机

构、研究单元及一流人才团队，形成面向重大挑战

性科学难题开展持续攻关的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创

新主体体系。

２）立法确定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机制

在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择取

人类科学皇冠上明珠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竞争

也日益白热化。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竞争政策和

环境，直接决定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成效。

英、德、法、美、日等科技强国地位的取得，是几十

上百年重视基础研究、高强度投入的累积性结果

和效应。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例

长期在５％左右，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企业研

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长期偏低等，导致

基础科学研究创新供给不足［１１］。原创性科学发

现的基础科学研究，有了高强度的投入也不一定

必然有重大科学发现产出，而没有高强度的投入

则必然不会有重大科学发现产出。

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有稳定的队伍和必要的物

质条件，更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不论是国家

顶层设计的定向支持经费、机构自主配置的预算

经费、还是自然科学基金类项目经费，都必须强调

资助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

政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心浮气躁，不能期待朝种

夕割，不能为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设定短周期的时

间表或军令状。要充分信任广大科学家，要给予

大量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充足的时

间，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吸取人类社会几千年、特

别是近百年的科学思想，自由思考、大胆探索，让

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们可以专心致志地在各自领域

深耕细作，而不是长期奔走在寻找项目经费、答辩

考核汇报的路途中。这一切的前提都离不开稳定

的经费投入，离不开科研管理机制的深入改革。

同时，要鼓励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多元化发展，对

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应当以适当的财税政

策支持。

３）遵循基础科学研究规律，支持建设新型基

础科学研究卓越创新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成为世界科

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

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

企业，能够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就基础研究而言，我国应基于已有基础和优势，加

强顶层设计，在我国当前科研机构体系中凝练和

组织研究队伍、重点支持和建设一批卓越创新研

究机构。而建设卓越科学创新研究机构，不应该

有统一的模式。新型国家实验室、重大科学前沿

卓越创新中心等卓越科学创新研究机构，不是从

零开始建设，而是在有基础有积累的研究机构基

础上遴选、认定、优化和引导建设；也不能按照传

统科学研究机构的管理模式，一律要建成所谓的

独立法人机构，承担“吃喝拉撒”等一切社会责

任，致使卓越创新机构背负沉重的社会责任负担

而无法轻装上阵去做“卓越科学创新”的工作。

建设新型国家实验室、卓越科学创新机构，应因地

制宜，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宜法人机构则法人机

构、宜非法人机构则非法人机构（隶属于某个法

人机构），完全要根据发展需要，不能一刀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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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是，如何遴选出这样的基础前沿重大科学问题

的创新队伍，“用人不疑”，予以稳定的长期经费

支持。

我国要强化支持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前沿领域和方向，培育创新

人才和团队。特别是要聚焦于实施半导体技术、

脑科学、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纳米科学、基因组

学、关键材料技术等重要战略科技领域的研发，提

升前沿领域关键科学研究能力，前瞻性开辟科技

创新的新领域、新方向，涌现相关科技领域的突破

性科技成果，力争在更多领域引领世界科学研究

方向和技术创新。

４）面向重大问题和战略需求，寻求在重点领

域实现引领和突破

世界科学技术极有可能在五大科学与技术领

域出现重大突破，分别为：数字信息科学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技术、物质与能源科学与技术、材料制

造科学与技术、深空深海探测科学与技术等［３］。

此外，资源、生态、环境、基础前沿交叉等科学技术

领域和部分颠覆性科学技术领域在解决公共性、

基础性等科技问题的过程中也将取得局部重大突

破。基于我国当前科技现状，要想在这些领域的

各个方面全面实现引领和突破显然是不切实际

的，即便是美国这个头号世界科技强国，也很难做

到全面领先。因此，我国应立足实际，结合自身优

势，针对关键领域，优先加强对基础前沿交叉领域

的研究，在物质最深层次结构、宇宙起源与演化、

核科学技术、量子信息、量子调控、癌症机理与防

治、脑科学等领域力争取得重大进展，在信息、能

源、材料等领域进行重点布局，寻求在这些重大问

题上取得突破。

一是，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布局国家重大定

向基础研究。在国家战略安全科技领域、在战略

性科技产业核心关键技术制高点必争领域、在重

大民生和社会科技领域等，布局国家竞争性定向

基础研究计划和项目；加大对国家战略科研机构

的稳定研究经费支持，允许国立战略科研机构自

主布局面向国家科技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

重大定向基础研究。

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２０１８年下半

年开启了为期５～１０年的深层次重大改革，希望

通过对资助导向、评审机制和学科布局进行重新

梳理，进而建设一个能够支撑２１世纪卓越科学研

究，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科学基金体

系［３４］。此次改革方案清晰明了地为占我国基础

研究总投入２７％的自然科学基金勾勒出未来发

展的良好图景。对此，建议我国在国家层面要坚

定明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自由探索性前沿基

础研究的国家战略定位，充分放开自由探索性基

础研究的“科学家选题机制”（“自下而上选题”而

非“自上而下规划”），真正鼓励自由探索性高风

险基础研究，适当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的资助率，支持更多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进行自

由探索性基础前沿研究。同时，《自然》杂志发表

的一项大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大团队倾向于渐进

性中庸发展，而小团队则倾向于做颠覆性创

新［３５］。因此，为真正加强对自由探索式高风险研

究的支持，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取消重大研究计

划和创新团队项目（这些研究事实已被证明基本

上都是拼盘性研究），更多地支持经费额度适中

的面上基金项目，以提高资助率和覆盖面。另一

方面，建议改变科学基金项目的现有评审标准和

方式，大幅降低对申请者研究基础、预期研究成果

等的标准化要求（这些限定导致大量的“求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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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不可能产出突破性成果），提高对原创性思

路、破坏性路线的要求，鼓励做颠覆性、原创性的

基础研究探索，而原创的、开创的研究通常缺乏有

力的研究基础支撑，也很难预见到可期的预期

结果。

５）推动基础研究机构与应用研发机构之间

的研发合作

要鼓励基础研究机构与应用研发类机构之间

的深度科研合作，合作建立新型研发机构，特别是

转化型研发机构。基础研究机构要主动从应用研

发机构中寻找科学难题；应用研发机构要主动向

基础研究机构提出需要攻关的基础科学问题，双

方达成研究优势互补、研究资源共享等，才更有利

于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的协

同转化。

在追求经济发展和美好生活的进程中，人们

更容易关注能在更短时间内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

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需求就显得不那么紧迫。

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

究是相互促进的，不能脱离。一方面，基础研究要

面向技术应用，另一方面，从实际问题中提炼的关

键科学问题需要在基础研究的层面上加以解

决［７］。只有重视和保护容易被忽视的基础研究，

才能为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提供原创的理论与技

术供给，才能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不利状况。

特别是应用导向不鲜明的基础研究，不是企业投

入的重点，只能由国家投入、定位明确的国立科研

机构长期开展科学攻关，为相关应用研究提供源

头知识和共性技术。

６）建立符合基础科学创新规律特征的考核

评价机制

基础前沿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需要科学家

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有的基础研究工作甚至需

要投入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取得“功利性”的成

就。为此，要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创造

一个宽松的考核环境，一个可以“老老实实”做研

究的环境和空间。把科学工作者从论证、检查、评

估、考核等无休无止的非科学活动类行政事务中

解脱出来。事实上，基础研究不适合过度引入竞

争机制，不适用短周期的考核评价。对基础研究

的评价要坚持“长周期、低频次、少干预、看能力”

的原则。基础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

究始终处于国际竞争当中，能在重要学术刊物上

发表论文、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在

国际重要学术组织任职、被国际组织或机构授予

领域重要科技奖项，都是研究人员能力的有力体

现，利用这些指标、通过同行评议等手段来评估基

础研究人员的能力和水平，远胜于仅仅基于 ＳＣＩ

论文数、被引情况及期刊影响因子等定量指标的

简单评价。

７）创造与国际一流卓越创新机构的良好开

放合作模式

我国要进一步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

度，提升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和竞争力，在基础

科学研究领域与科技强国、创新型国家（尤其是

在某些科技领域领先的创新型小国）开展“强强

合作”或者互补性联合研究。特别是要开展与国

际上从事基础研究的一流卓越创新机构、世界一

流研究型大学等开展深入的开放合作，要鼓励我

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顶尖科研计划和项目，而

非只参与外围的辅助工作。对诺贝尔科学奖获奖

者的研究表明，获得诺奖的机构、科学家之间，存

在着密切的研究合作和师生关系［３６，３７］。而且，获

得科技领域科学奖项的科学家，更容易获得诺

奖［３８］。这里面涉及到深层次的科学传统、科学思

想和科学精神的传承关系。因此，与产出过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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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奖的研究机构和团队开展研究合作，是

至关重要的。同时，也要积极邀请国外顶尖科学

家和团队（特别是获得科技领域权威奖项且年富

力强的科学家及其团队）全职来我国开展合作研

究和学术任职，关键是传承优秀的科学传统。这

里倡导的与国际一流卓越创新机构进行开放合

作，并不是跟随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不是邀请

一流专家来做对我们研究进行说教的“导师”，更

不是去寻求外国已有的论据和“权威”言论作为

对自己研究的肯定和评价，而是将我们的重要研

究问题置于国际一流同行中，开展广泛的、实时的

深入研讨、课题论证与学术辩论，汲取世界一流科

学家的科学思想营养。

５　启示与建议

从前文的论述可以发现，基础研究是科技进

步、技术革新、产业变革、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源动

力所在，关键性新技术、新兴技术、颠覆性技术的

突破，新产业以及新产品的诞生往往是建立在基

础研究突破的基础之上。然而，尽管基础研究如

此重要，但由于其专业化与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

特点，政府往往无法完全做到对基础科研活动的

有效规划和指导。因此，如果政府对基础研究方

向和选题的“指导”太多，反而会束缚基础研究的

发散性原创突破，政府需要做的是对基础研究给

予长期稳定的支持、合理的引导与目标期望、宽松

的绩效考核，更多地通过政府与科学家之间一种

基于科技体制的社会契约来长效提升基础研究的

广度和深度。

政府不做过多的“指导”并不意味着任由基

础研究步入完全兴趣驱动的绝对自由模式，而是

要在政府主导、国家目标导向的重大定向基础研

究与科学家自主决策和自由探索的基础前沿研究

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加

剧、世界已经进入以创新为主题和主导的发展新

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争夺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的

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主要科技强国和欧盟都在

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致力于巩固自身

优势领域的固有地位，争夺在新兴领域的主导权

和话语权。因此，我国必须为满足某些特定国家

目标的需要，积极布局相关领域的战略性基础研

究工作。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号角已经

吹响，在未来三十年建设科技强国的进程中，我国

必须要高度聚焦世界科技最前沿，准确研判全球

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扎实推进基础研究，科学规划

科技强国建设路径，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

强化基础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我们要有创

新自信。所谓创新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要有

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在引进和学习世界先进

科技成果的同时，更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独

创独有上下功夫，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敢

于和包容失败（失败也是为后人的成功铺路），提

出更多原创理论，作出更多原创发现，力争在重要

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跟上甚至引领世界科技

发展新方向，掌握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

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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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ｗｅｒ［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３（１０）：

１０５２１０６３．

［１２］ＮＳＦ．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ｓｆ．

ｇｏｖ／ａｂｏｕｔ／．

［１３］ＮＳ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ｓｆ．ｇｏｖ／ｐｕｂｓ／２０１８／ｎｓｆ１８０４５／ｎｓｆ１８０４５．ｐｄｆ．

［１４］ＭＥＲＶＩＳＪ．ＤａｔａＣｈｅｃｋ：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ｒｅ

ｏｆ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ｌｌｓＢｅｌｏｗ５０％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

ｅｎｃｅｍａｇ．ｏｒｇ／ｎｅｗｓ／２０１７／０３／ｄａｔａｃｈｅｃｋｕｓ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ａｒ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ｉｎｇｆａｌｌｓｂｅｌｏｗ

５０．

［１５］ＥＲＣ．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０６］．ｈｔｔｐｓ：／／

ｅｒ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ａｂｏｕｔｅｒｃ／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ｒｏｐｏｓ

ａｌｆｏ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０６］．ｈｔ

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ｉｎｆｏ／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ｎｅｘ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ｗｈａｔｓｈａｐｅｓ

ｎｅｘ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ｅｎ．

［１７］刘云，陶斯宇．基础科学优势为创新发展注入

新动力———英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８，３３（５）：４８４４９２．

ＬＩＵＹ，ＴＡＯＳＹ．Ｂａ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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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４　　　 页 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ｓｔｉｌｌｓＮｅｗ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ｙ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ｓ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３（５）：４８４

４９２．

［１８］ＧＲＯＳＣ．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Ｙｉｅｌｄ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ｓ：ＩｓｔｈｅＵＳＥｒａ

ＣｏｍｉｎｇｔｏａｎＥｎｄ？［Ｊ］．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ｐｅ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５（５）：１８０１６７．

［１９］杜成．德国基础研究体系揭秘：经费来源广 课

题多样化［Ｎ］．中国科学报，２０１２０４０４（Ａ３）

ＤＵＣ．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ｙｓ

ｔｅｍ：Ｂｒｏａ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Ｆｕｎｄｓ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ｅＴｏｐｉｃｓ

［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ａｉｌｙ，２０１２０４０４（Ａ３）．

［２０］邱举良，方晓东．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科技创

新体系———法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路径

［Ｊ］．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８，３３（５）：４９３５０１．

ＱＩＵＪＬ，ＦＡＮＧＸ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ｅｎｃｈＷａｙｔｏ

ＷｏｒｌｄＳ＆ＴＰｏｗｅｒ［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

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３（５）：４９３５０１．

［２１］胡智慧，王溯．“科技立国”战略与“诺贝尔奖计

划”———日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之路［Ｊ］．中国

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８，３３（５）：５２０５２６．

ＨＵＺＨ，ＷＡＮＧ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ｖｉ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ＮｏｂｅｌＰｒｉｚｅｓ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Ｊａｐ

ａｎｅｓｅＷａｙｔｏＷｏｒｌｄＳ＆ＴＰｏｗｅｒ［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３（５）：５２０

５２６．

［２２］ＧＯＶ．ＵＫ．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ａｌ［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４２６．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ａｌ／ａｉｓｅｃｔｏｒｄｅａｌ．

［２３］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Ｈ．Ｒ．６２２７，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ｕｍ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ｗｈｉｃｈ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ｓ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ｕｍ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Ｑｕａｎｔｕｍ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１２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ｂｉｌｌ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１０／．

［２４］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Ｒ．６２２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Ｑｕａｎｔｕｍ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６２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ｇｏｖ／ｂｉｌｌ／１１５ｔｈ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６２２７．

［２５］ＯＳＴＰ．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２１１］．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２６］ＩＭＤ．ＩＭＤ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２０１８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ｍｄ．

ｏｒｇ／ｗｃｃ／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２０１８／．

［２７］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ＧＤＰＲａｎｋ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１９

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

ｓｅｔ／ｇｄｐｒａｎｋｉｎｇ．

［２８］人民日报．科技发展４０年巨变：多项指标世界

领先重大成果涌现［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０／

０６／ｃ＿１１２３５２１８２２．ｈｔｍ．

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Ｇｒｅａ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４０Ｙｅａｒｓ：

ＭａｊｏｒＷｏｒｌ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Ｅｍｅｒｇｅ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ｈｔ

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１０／０６／

ｃ＿１１２３５２１８２２．ｈｔｍ．

［２９］科睿唯安．２０１８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名

单出炉［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ｃｌａｒｉ

ｖａｔｅ．ｃｏｍ．ｃｎ／ｂｌｏｇ／２０１８１１２７１／．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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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ｇｌｏｂｅｓｃｉ．ｃｏｍ 第 １５　　　 页

２０１８［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ｃｌａｒｉ

ｖａｔｅ．ｃｏｍ．ｃｎ／ｂｌｏｇ／２０１８１１２７１／．

［３０］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

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７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０３２５１．

ｈｔｍ．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ｗｓＡｇｅｎｃｙ．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ｓｓｕｅｄ＂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ｎ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ａｌｅｎ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７

２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ｃｏｎ

ｔｅｎｔ＿５３０３２５１．ｈｔｍ．

［３１］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Ｈ．Ｒ．１７５７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ｃｔｏｆ１９９３［ＥＢ／ＯＬ］．１９９３０７２６．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ｂｉｌｌ／１０３ｒｄ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１７５７．

［３２］ＮＩＳＴ．ＢｉｇＤａｔ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ｉｓｔ．ｇｏｖ／

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ｔｌ／ｓｓｄ／ｉｓ／Ｎ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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