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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专项规划

（公示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加强“十二五”期间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的实施，按照《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和《国家

基础研究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的总体要求和任务部署，编

制本规划。

一、形势和需求

科技基础性工作一般指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

的需求而开展的获取自然本底情况和基础科学数据、系统编研或

共享科技资料和科学数据、采集保存自然科技资源、制定科学标

准规范、研制标准物质等科学活动的统称。

科技基础性工作是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认识自然现

象和发现科学规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有基础性、长期性和公

益性等特点。达尔文历时 20多年科学考察完成的《物种起源》、

我国几代人几百位科学家花费 50多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等

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成果，对于推进基础学科发展、支撑国家宏

观决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由于科技基础性工作在国家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

全中的重要地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普遍重视科技

基础性工作，部署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欧美等国家的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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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我国青藏高原、新疆等地区的科学考察和对南北极的大规

模、多学科的综合科学考察；英国著名的洛桑农业实验站；世界

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全球碳监测网络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十分重视科技基础性工作。建国伊始，

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中就把资源环境

综合科学考察列为重要内容，全面、系统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综

合科学考察与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基本科学数据、资料和信

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开展

了南北极、青藏高原、海洋和沙漠等科学考察，建设了一批长期

定位观测站，系统采集保存自然科技资源，实施科学数据共享工

程等，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09 年，科技部还组织召开了全国

野外科技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了我国六十年野外科技工作的发展

历程和科技成就。

从“十五”开始，科技部、财政部共同实施了科技基础性工

作专项，围绕国家发展重大需求，重点支持了一批对经济社会和

科技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工作，取得了一批突出的成果。

祁连山冰川的科学考察成果为我国关于碳排放的国际谈判提供

了重要科学依据；对全国土壤普查数据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建立

了我国高精度数字土壤数据库；首次对俄、蒙等中高纬度地区进

行综合科学考察；建立的新“金钉子”被列入全球地质年表等。

这些成果对支撑学科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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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大型远洋科考船、低空多用途航空飞行器、

尖端观测仪器等新设备，以及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信息处理

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化发展，大幅提高了科技基础性工作

的质量和水平，对科技基础性工作的能力、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支撑；全球联网观测、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跨国（地区）

协同科学考察等，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欧美等发

达国家纷纷采用这些现代化的先进手段，开展了一系列的全球性

的、长期的、有影响力的科学考察。

当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科技

发展势头迅猛，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这对我国科技基础性工

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整体上仍然相

当薄弱，离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突出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全社会对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识

不够；宏观协调和整体规划布局不足；经费投入不够；符合科技

基础性工作特征的评价机制不完善，激励措施不到位等。

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和地区，有不同的经

费渠道进行支持。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主要支持那些没有专门的

经费支持渠道，但对于科技创新、区域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作用的科技基础性工作。已有专项经费渠道支持的其他

科技基础性工作，本专项规划不再描述。

“十二五”是我国科技发展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

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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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历史机遇，准确把握需求，充分发挥科技基础性工作对科技、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二、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一）总体思路（一）总体思路（一）总体思路

坚持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基础性、长期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坚

持面向重大科学问题、面向国家重大科技需求的政策导向；以体

制机制创新为动力，在国家层面上加强统筹协调，促进跨部门和

多学科的合作；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为核心，坚持对相关工作进

行战略性前瞻部署和长期稳定支持，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促进

高科技观测技术和新技术的应用，保障工作成果的可靠性、系统

性和科学性；树立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并逐步开展“以我为主”

的重要国际科学考察活动；建立支持科技基础性工作长期稳定发

展的经费预算增长机制，培养稳定一支年龄结构合理、高素质的

科技基础性工作人才队伍，实现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目标（二）发展目标（二）发展目标（二）发展目标

到 2015年，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重点开展典型区域和重点

领域的科学考察，采集、收集一大批基础数据和资料；整理、分

析和深加工相关领域积累的科技资料，形成一批科技发展亟需的

典籍、志书和图集；研制形成一系列科学规范和标准物质，提升

科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化和精确度；基本建立科技基础性工作数据

汇交和共享机制；培养并巩固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的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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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显著提高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的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对

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三、主要任务

“十二五”期间，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将按照“有所为，有

所不为”的原则，重点在科学考察与调查、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

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标准物质与科学规范研制，以及其他对经

济社会发展及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基础性工作等方面

加强部署。

（一）科学考察与调查（一）科学考察与调查（一）科学考察与调查（一）科学考察与调查

“十二五”期间，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问题，在一些典

型区域和资源、环境、生态、新能源、人口健康等领域开展综合

科学考察和专项调查工作，注重对重点区域的补充性调查、本底

资料的周期性更新、观察和观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

典型区域综合科学考察。典型区域综合科学考察。典型区域综合科学考察。典型区域综合科学考察。对青藏高原、南方丘陵山区、西

部干旱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以及欧亚草原和东北亚

森林等基础资料更新、空白或缺乏的典型区域开展综合科学考

察和周期性调查。

生物资源科学考察与调查生物资源科学考察与调查生物资源科学考察与调查生物资源科学考察与调查。。。。重点开展全国生物能源资源的调

查与评价、全国生物质资源及其生产力的调查与评价、重点区域

的植物群落调查、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生物多样性调查、生物

DNA条形码数据采集、外来入侵有害生物及其危害状况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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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农业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农业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农业资源与环境综合调查。。。。重点开展土壤资料的更新调查与

数字化整理，水资源及利用状况调查，气候资源及灾情调查，作

物种质资源调查，特种经济作物和动物资源调查，农业生物病

（虫）原流行演替调查、农业障碍因子调查等。

环境与人群健康综合调查环境与人群健康综合调查环境与人群健康综合调查环境与人群健康综合调查。。。。重点开展地理环境、大气环境与

人群健康影响关系调查及资料整编，不同地区危害健康的主要环

境因素调查，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不同人群心理健康调查,中国

人生理常数、人体工效学基础参数调查,中药种类资源调查等。

荒漠科学考察与调查。荒漠科学考察与调查。荒漠科学考察与调查。荒漠科学考察与调查。选择我国重点区域的戈壁、沙漠、沙

漠化土地开展科学考察，收集地理分布、自然条件的基础数据，

并开展形成与演变过程、发展趋势、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

调查工作。

海洋科学考察与调查。海洋科学考察与调查。海洋科学考察与调查。海洋科学考察与调查。加强我国黄海、渤海、东海、南海

等重点海域及近邻大洋的地质与资源环境科学考察，开展关键

断面的长期观测、海岸带资源环境调查、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等

工作。

湖泊、流域生态环境科学考察与调查。湖泊、流域生态环境科学考察与调查。湖泊、流域生态环境科学考察与调查。湖泊、流域生态环境科学考察与调查。开展我国湖泊分布

及水质、水量变化情况的调查，重点开展长江中下游通江湖泊、

咸水湖泊等典型湖泊、流域等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的历史

和现状综合科学考察。

湿地科学考察与调查。湿地科学考察与调查。湿地科学考察与调查。湿地科学考察与调查。对我国重点区域的内陆湿地和滨海

湿地开展科学考察，收集湿地水资源、泥炭资源等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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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态环境效益等方面的调查工作。

冰川科学考察与调查冰川科学考察与调查冰川科学考察与调查冰川科学考察与调查。。。。重点对我国及边境高寒地区的冰川、

冻土，以及冰川地貌和冰川气候等方面开展科学考察，收集冰

川、冻土、气候、地质、环境资源等基础数据。

地球物理参数及标准地层科学考察与调查地球物理参数及标准地层科学考察与调查地球物理参数及标准地层科学考察与调查地球物理参数及标准地层科学考察与调查。。。。重点开展我国大

陆及海域的地球物理参数深部探测及数据更新，中国各地质年代

标准地层的综合地层学考察。

周边毗邻地区科学考察周边毗邻地区科学考察周边毗邻地区科学考察周边毗邻地区科学考察。。。。基于我国周边毗邻地区综合科学考

察的已有工作基础，扩展科学考察的范围和深度，加强对东北亚、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毗邻地区，及跨境山脉、跨境河流、跨境

成矿带等区域的资源环境综合科学考察。

全球典型区域科学考察全球典型区域科学考察全球典型区域科学考察全球典型区域科学考察。。。。参与或主导国际和区域性的科学合

作，联合开展跨国综合科学考察。重点加强在非洲、南美洲等典

型区域的资源环境综合科学考察。

（二）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二）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二）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二）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

“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展各学科领域在长期的科技活动过程

中积累的基础数据和资料的整编以及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

促进科技资料的共享和利用。

空间环境数据整编。空间环境数据整编。空间环境数据整编。空间环境数据整编。重点开展天文底片、古代天文记录文

献及相关资料整编，气象历史数据资料整编，特大灾害天气历

史资料整编。

地球物理资料整编。地球物理资料整编。地球物理资料整编。地球物理资料整编。重点开展中国大陆地壳结构与岩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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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深部地球物理、岩土工程基础技术数据整编。

全球重点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料收集整编。全球重点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料收集整编。全球重点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料收集整编。全球重点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资料收集整编。开展全球矿

产资源基础资料、生态要素基础资料、重要区域（地理位置）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科技计划项目积累数据、资料的整编。科技计划项目积累数据、资料的整编。科技计划项目积累数据、资料的整编。科技计划项目积累数据、资料的整编。继续开展科技基础

性工作积累资料的规范化分类、整理、深加工和共享工作。加

强有关科技计划项目支持的科学考察、调查工作所产生的基础

科学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整编。

国家大地图集的扩编。国家大地图集的扩编。国家大地图集的扩编。国家大地图集的扩编。系统整合地学、生物学、环境科学、

人居环境学、生态学、人口学等的最新成果，编制一系列多要素

的综合地图集，如冰川图集、土壤图集、中国地理区划综合地图

集、中国人口健康与环境地图集、中国城市人居环境气候图集等。

跨区域跨时代的地图集编研跨区域跨时代的地图集编研跨区域跨时代的地图集编研跨区域跨时代的地图集编研。。。。编制跨区域、跨年代的气候、

生态、资源、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要素的地图集，如亚洲

区域生态环境要素空间网格化图集，欧亚大陆及邻近海区大地

构造与资源分布规律系列图集，古生代区域综合地层及标准化

石图集等。

““““三志三志三志三志””””修编与发展修编与发展修编与发展修编与发展。。。。对《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

《中国植物志》进行补充、更新和完善以及数字化建设，增加

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中国古代森林资源变迁与生态观编典等特

殊地区和历史时期的新志。

农业、林业资源图谱图志编研。农业、林业资源图谱图志编研。农业、林业资源图谱图志编研。农业、林业资源图谱图志编研。以农作物、林木种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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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制定资源多样性图谱和图志标准，通过数据分析和加

工，建立数字化农业、林业资源多样性图谱和图志。

中国地质矿产志和地层志编研。中国地质矿产志和地层志编研。中国地质矿产志和地层志编研。中国地质矿产志和地层志编研。重点开展从区域地质调查

资料的综合集成到典型矿床的解剖、构成矿物的总结和志书编

研，全球年代地层单位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金钉子）、中国立

典地层与全球界线年龄研究。

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志编研。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志编研。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志编研。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志编研。重点开展地质历史时期古无脊

椎动物、古植物相关化石门类志书、关键地质时期古生物群的

补充，中国古脊椎动物志编研等。

（三）标准物质与科学规范研制（三）标准物质与科学规范研制（三）标准物质与科学规范研制（三）标准物质与科学规范研制

“十二五”期间，重点开展支撑科技基础性工作发展的标准物

质与科学规范研制。

通用性、基础性科学规范研制。通用性、基础性科学规范研制。通用性、基础性科学规范研制。通用性、基础性科学规范研制。开展资源环境等学科领域

综合科学调查共性规范、新技术方法规范、重点学科领域术语

和实验规范研制以及科技名词审订等工作。

可溯源的标准物质研制。可溯源的标准物质研制。可溯源的标准物质研制。可溯源的标准物质研制。开展痕量与高纯金属、气体、有

机化合物、元素同位素标准物质的研制，拓展重点领域急需标

准物质以及支撑科技创新发展的其他相关标准物质研制。

另外，支持有关对公益性行业部门重要工作、有关重点领

域和学科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其他科技基础性工作，

如材料腐蚀、公共安全、环境污染、民族文化、法医等领域的

专项调查、科技资料整编和标准规范研制等工作。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19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719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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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十二五”期间，结合科技基础性工作的特点和需求，在

加强经费投入、统筹协调、评价机制、成果共享等方面提出如

下政策保障措施。

（一）（一）（一）（一）加大加大加大加大经费经费经费经费投入力度投入力度投入力度投入力度

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对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助的主体作用，

继续加大对专项的投入力度，保持专项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拓宽

专项的投入渠道，积极探索多部门、多渠道投入的新机制。采用

稳定支持和竞争相结合的方式，对部分对国家重大需求有重要意

义的科学考察调查、科技资料整理和立典志书图集编研等工作给

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强经费监管，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二）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布局（二）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布局（二）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布局（二）加强统筹协调和宏观布局

完善部门间的宏观协调机制，组织跨部门、跨区域、多学

科的协作。充分发挥相关主管部门的作用和积极性，建立联合

资助重大科学考察活动的模式。加强国家层面的专项整体规划

布局，组建专项高层专家咨询委员会，加强专项的顶层设计和

宏观布局；深化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的管理创新，强化项目过

程管理，充分发挥项目咨询专家组的作用，进一步规范项目的

组织实施。

（三）规范评价与激励机制（三）规范评价与激励机制（三）规范评价与激励机制（三）规范评价与激励机制

按照科技基础性工作的特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评价和

激励机制，倡导甘于奉献、淡泊名利、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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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的科技人员在待遇和激励政策上给予

倾斜，促使他们安心工作。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从事科技基础性

工作，提高他们的待遇和积极性。制定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管理

办法，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倡导成果内在的

科学价值，以及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四）（四）（四）（四）推动成果共享和使用推动成果共享和使用推动成果共享和使用推动成果共享和使用

完善科技基础性工作科学数据汇交和共享机制，推进成果的

共享和使用。加强科学数据共享制度建设，强化科学数据共享的

制度保障。把成果共享和使用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加强对

成果共享和使用的监督检查。加大对成果的宣传力度，树立共享

理念并不断增强共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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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十二五”专项规划》编制说明

一、规划编制背景

1999年，科技部组织了基础性工作调研，提出了对基本科

学数据、资料和信息进行系统收集、积累、综合分析、鉴定和评

价的基础性工作，以支撑探索未知的基础研究和有明确目标的应

用基础研究。同年，推出了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和社会公益性研

究专项，并予以重点支持。2004 年，科技部、财政部将科技基

础性工作与平台建设工作合并实施。2006年起，科技部设立了

专门的“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十一五”期间支持了 109项项

目。这些项目的研究进展在为我国科学研究提供权威准确的科技

基础资料、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我国科技创新和现代化

建设提供支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安排，为在“十

二五”期间继续做好科技基础性工作，发挥科技基础性工作的重

要支撑作用，特组织编制《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十二五”

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注重与《国家“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工作衔接，对科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顶

层设计，提出了工作定位和范畴、发展思路、工作原则、重点任

务部署和保障措施，对于“十二五”期间推动此项工作深入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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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编制过程

《规划》的编制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09年下半年

至 2010年上半年的调研阶段，第二阶段是 2010年下半年至 2011

年 7月集中编制阶段，第三阶段是 2011年 8月至 2012年 1月的

规划征求意见阶段，第四阶段是近期的修改完善和审批阶段。长

期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的部分知名专家参加了规划的编制和研

讨工作。

（一）（一）（一）（一）调研阶段调研阶段调研阶段调研阶段

2007年 8 月起，科技部开展了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发展规

划的调研工作，并经过大量的研讨及广泛征求多方面的意见，形

成规划编制研究报告初稿，提出专项支持的工作内容和范围，为

规划制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9年下半年，根据科技部关于编制“十二五”规划的统一

部署，组织专家重新分析基础性工作面临的需求，深入研究科技

基础性工作的定位、范围和主要任务。调研分地质、资源、生态、

环境、农业、人口与健康等不同专题，集中召开 4次专家研讨会，

在 2010年 6月初步形成规划研究报告。

（二）集中编制阶段（二）集中编制阶段（二）集中编制阶段（二）集中编制阶段

2010 年 7 月—2011年 9 月，科技部组织了多次大范围内的

专家研讨，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规划研究报告进行集中讨

论和修改，形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三）征求意见阶段（三）征求意见阶段（三）征求意见阶段（三）征求意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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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8月底，科技部在北京召开科技基础性工作研讨会，

征求有关专家对《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陈

宜瑜主任以及孙九林院士、马宗晋院士、张新时院士、张建云院

士等十一位院士和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对《规划》进行了深入研讨。

科技部对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和修改。

2011年 9 月下旬，科技部基础司以司发函的形式正式征求

教育部、农业部、质检总局、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有关部

门对《规划》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征求到的意见予以吸收。

（四）修改完善和审批阶段（四）修改完善和审批阶段（四）修改完善和审批阶段（四）修改完善和审批阶段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规划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

改，进一步完善了规划内容。2012 年 3 月份科技部部务会审议

原则通过。

三、规划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

（一）（一）（一）（一）结构框架结构框架结构框架结构框架

《规划》共 4章 10条，约 5600多字，包含形势和需求，总

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保障措施等四部分内容。《规划》

提出了“十二五”的工作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并在科学考察调

查、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标准物质与科

学规范研制三个方面部署了主要任务，同时提出了落实规划、推

动科技基础性工作良性发展的保障措施。

（二）（二）（二）（二）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是形势和需求。第一部分是形势和需求。第一部分是形势和需求。第一部分是形势和需求。对科技基础性工作进行了定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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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了国内外发展形势和需求，回顾了我国科技基础性工作的历

程，总结了“十一五”科技基础性工作取得的成绩及目前存在的

问题。强调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主要支持那些没有专门的经费支

持渠道，但对于科技创新、区域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作用的科技基础性工作。已有专项经费渠道支持的其他科技基

础性工作不在本专项的支持范围内。

第二部分是第二部分是第二部分是第二部分是总体思路总体思路总体思路总体思路和和和和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发展目标。。。。在总体思路上，提出全面

落实《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

求，以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为核心，着力开展前瞻部署、稳定支持。

在发展目标上，提出对部分重点区域、资料空缺匮乏区域、

本底资料急需更新的区域以及部分专题调查工作部署实施一批

科学考察与调查项目；整理、分析和深加工相关领域积累的科技

资料，形成一批科技发展亟需的志书典籍和图集；研制形成一系

列科学规范和标准物质，提升科学研究活动的规范化和精确度；

基本建立科技基础性工作数据汇交和共享机制；培养并巩固从事

科技基础性工作的高水平人才队伍；显著提高科技基础性工作的

整体水平和对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第三部分是主要任务。第三部分是主要任务。第三部分是主要任务。第三部分是主要任务。 包括 3个方面，一是科学考察与调

查；二是科技资料整编和科学典籍、志书、图集的编研；三是标准

物质与科学规范研制。这部分重点突出了围绕支撑我国科技、经

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生态、新能源、人口与健康等领域开

展综合科学考察和专项调查工作；开展各学科领域在长期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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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过程中积累的基础数据、资料的整编和图集、典籍的编研，

促进科技资料的共享和利用；开展支撑科技基础性工作发展的科

学规范与标准物质研制，包括通用性、基础性科学规范和科技基

础性工作中可溯源的标准物质研制。

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包含 4个方面：一是加大经费投入力

度。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对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助的主体作用，

并积极探索多部门、多渠道投入的新机制。二是加强统筹协调和

宏观布局，完善部门间的宏观协调机制，建立联合资助重大科学

考察活动的模式，组建专项高层专家咨询委员会，强化项目过程

管理。三是规范评价与激励机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评价和

激励机制，对长期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的科技人员在待遇和激励

政策上给予倾斜，鼓励青年科研工作者从事科技基础性工作。四

是推动成果共享和使用。完善科技基础性工作科学数据汇交和共

享机制，加强科学数据共享制度建设，强化科学数据共享的制度

保障。把成果共享和使用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加强对成果

共享和使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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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与编制和咨询的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1 陈宜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 主任

2 刘德培 中国医学科学院 研究员

3 张新时 中科院植物所 研究员

4 马宗晋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5 胡敦欣 中科院海洋所 研究员

6 陈 旭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 研究员

7 朱日祥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研究员

8 方精云 中科院植物所 研究员

9 张亚平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研究员

10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

11 施季森 南京林业大学 教授

12 宫辉力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13 张建云 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14 孙九林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15 刘 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

16 于贵瑞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17 黄鼎成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研究员

18 尹 岭 解放军总医院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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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段 雷 清华大学 教授

20 绍 敏 北京大学 教授

21 董锁成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22 鲍晓峰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23 吴 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24 吴绍洪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25 谢高地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26 沈 镭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27 张镱锂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研究员

28 卢 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29 王卷乐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 副研究员

30 肖绍博 国家人口与计生委 原司长

31 熊嘉育 中国地质科学院科技处 处长

32 黄铁青 中科院资环局国土处 处长

33 任庆棉 中国农科院科技局 处长

34 白殿一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基础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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