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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 ”重点专项

1、申报单位及参与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且在科技部申报网站注册

。
2、 项目负责人申报资格：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申报当年未满60

周岁，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3、限项规定：

负责人：①限制申报1项目（含课题），若是科技部在研项目（含课题）负

责人不得牵头申报②在研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参与申
报项目。

项目骨干：申报项目和在研项目总数不得超过 2个。
注意：　计划任务书执行期（包括延期后的执行期）到2019年12月31日之

前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不在限项范围内。

4、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 、澳、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
的项目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

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聘用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

料，并随纸质项目预申报书一并报送 。
5、具体申报方式

①网上填报。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填报 。
　　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

　　http://service.most.gov.cn；

　　技术咨询电话：010-58882999（中继线）；

技术咨询邮箱：program@istic.ac.cn。
②评审程序：预申报—形式审查—正式申报—答辩评审—公布结果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
zc/gfxwj/gfxwj2019/201905/t20190524_146851.htm

当年5月至7月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4号楼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

010-88225068
010-88225121

“数字诊疗装备研发”试点专项
010-88225070

010-88225093

“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 ”重点专项
010-58884865

010-58884866

“干细胞及转化研究”重点专项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
zc/gfxwj/gfxwj2019/201901/t20190125_144902.htm

当年2月至3月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4号楼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

010-88225180

“纳米科技”重点专项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一号西苑饭店九号楼 （计

划与监督处）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010-68104460

“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重点专项 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计划与监督处 010-68104344

“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器官修复替代 ”重点专项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
zc/gfxwj/gfxwj2019/201907/t20190723_147876.htm

当年7月至9月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4号楼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

010-88225180

“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010-88225166
010-88225152

“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010-88225057

010-88225093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重点专项
010-88225063

010-88225195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010-88225150

“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 ”重点专项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五栋大楼B3座603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010-88387278

010-88387283

“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 ”重点专项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8号中国21世纪议程管

理中心

010-58884826

010-58884827

“发育编程及其代谢调节”重点专项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

zc/gfxwj/gfxwj2019/201906/t20190614_147058.htm
当年6月至8月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一号西苑饭店九号楼科学

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计划与监督处）
010-68104388

“合成生物学”重点专项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4号楼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

010-88225123
010-88225178

“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

zc/gfxwj/gfxwj2019/201905/t20190505_146372.htm
当年5月至6月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

心207室
010-68598075

“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重
点专项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
zc/gfxwj/gfxwj2019/201904/t20190423_146203.htm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
心600室

010-6859801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1812/t20

181203_6164258.htm
当年11月至12月

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南路96号农丰大厦510室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

010-59199367

010-59199333

重大新药创制专项
http://www.dcmst.org.cn/notice/46-notice/488-
2019-02-01-07-35-35

当年3月至4月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3座5层新
药专项业务组

010-88387289
010-88387296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
http://www.dcmst.org.cn/notice/46-notice/489-

2019-02-01-08-28-47
当年3月至4月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3座5层传

染病专项业务组

010-88387268

010-88387236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

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申请当年1
月1日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通过导

师同意可以通过受聘单位申请。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或者承担过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的，不得作为申请人再次申请。资助期为3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5/index.html

常为3月中下旬;其

中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常年受理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生命科学部

010-62327200
医学科学部

010-62328952
数理科学部

010-62326911

化学科学部
010-62326906

地球科学部
010-62327157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010-62326887
信息科学部

010-62327140

管理科学部
010-62326898

国际合作局
010-62326934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申请当年1月1日男性未满
38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华人且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 ；资助期

为3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7/index.html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

45周岁；与境外单位没有正式聘用关系；资助期为5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8/index.html

面上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
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正在攻读研究

生不得申请；在职研究生获得导师许可可通过受聘单位申请 。资助期为4年

。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1/index.html

重点项目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一般由一个单位承担，确有必

要时，合作申报单位不超过2个。资助期为五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2/index.html

重大项目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每个重大项目应当围绕科学目
标设置不多于5个重大项目课题；每个课题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2个；

每个重大项目依托单位和合作研究单位合计不得超过 5个。资助期为5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3/index.html

自然科学类项目申报主要科研项目申报时间一览表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6/t20190614_147058.htm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4/t20190423_146203.htm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5/t20190505_146372.htm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7/t20190723_147876.htm
http://www.most.gov.cn/mostinfo/xinxifenlei/fgzc/gfxwj/gfxwj2019/201905/t20190524_146851.htm
http://www.moa.gov.cn/gk/tzgg_1/tfw/201812/t20181203_6164258.htm
http://www.dcmst.org.cn/notice/46-notice/489-2019-02-01-08-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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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1/index.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8/index.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5/index.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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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申请人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培育
项目和重点支持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2个，集成项目的合作研究单

位不得超过4个；集成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合计人数不超过 9个。培育项目资
助期为3年，重点项目资助期为4年，集成项目按照实际情况定。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4/index.html

常为3月中下旬;其
中国际（地区）合

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常年受理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生命科学部

010-62327200

医学科学部
010-62328952

数理科学部
010-62326911

化学科学部

010-62326906
地球科学部

010-62327157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010-62326887

信息科学部
010-62327140

管理科学部

010-62326898
国际合作局

010-62326934

联合基金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其他要求详见各联合
基金指南。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12/index.html

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与交流项目

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申请者：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且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或

承担过3年期以上科学基金项目；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千
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或青年项目。

合作者：境外从事科学研究，有独立的实验室或重要科研项目 ，具有所在
国相当于副教授以上专业职务（职称）。

资助期为5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11/01.html

组织间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申请人应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在研或结题)的负责人，详见各指南具
体要求。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11/02.html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外籍，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具有博土学位;具有从事基础研究或者

博士后研究工作经历；保证资助期内在依托单位开展研究工作 ;确保在中国

工作期间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及科学基金的各项管理规定 。资助期1年或2年
。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11/03.html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具有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研究队伍 ，包括学术带头人1人，研究骨干不

多于5人；学术带头人作为项目申请人，应当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55周岁；研究骨干作为参与者，应当具有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博士学位；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

托单位。资助期为5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09/index.html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申请团队应当是在科学前沿领域形成的优秀多学科交叉科研团队 ，包括学

术带头人1人，骨干成员不多于4人；学术带头人作为项目申请人，应当是

本领域国际知名科学家，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申请当年1月
1日未满60周岁；骨干成员以中青年为主。资助期为5年。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

17/index.html

教育部

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新项目

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项目（金
融科技、区块链领域）

该项目面向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队 (包括研究生、本科及高职高专学

生)，由指导教师和学生共同申请(每个团队教师不超过2名、学生不超过4
名)，指导教师为项目第一负责人；指导教师应是学生申请人所在学校正式

聘用教师，每个申请人限报1项。

http://www.cutech.edu.cn/cn/zxgz/2019/04/15397
71830540678.htm

当年9月前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5号805室教育部科技
发展中心网络信息处

010-62514697

霍英东教育基金

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 申报学校范围：申报人须为在基金会公布的 262所高校中担任教学、科研任
务的青年教师;未列入上述262所高校的教师如希望申请，应由262所学校中

的一所审核，并向基金会推荐；申报人年龄限制：35周岁(含)以下； 申报
者和被推荐者须已获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 。

http://www.cutech.edu.cn/cn/kyjj/hydjyjj/2019/

03/1539771830337938 .htm
当年4月至5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5号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评审评估处803室

010-62532670

010-62514684

青年教师奖

省自然科学

基金委

面上项目

申报人年龄不超过60周岁；正在博士后工作站内从事研究的科学技术人员

申请项目，须由依托单位提供书面承诺，保证在项目获得资助后延长其在
博士后工作站的期限至项目验收结题或出站后继续留在依托单位从事相关
研究；          限项要求：作为项目主持人在研（申报开始日前已立项

且尚未批复结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到 2项（含）以上；在研的省

科技计划项目达到3项（含）以上，或逾期一年未结题的省科技计划项目达

到1项（含）以上；申报人负责在研的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 、杰出
青年、重大基础研究培育、重点项目累计达到1项（含）以上；申报人负责

在研的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由申请 、博士科研启动、粤东西北创新人才
联合培养项目累计达到2项（含）以上的不得申报。

http://gdstc.gd.gov.cn/sbzn/content/post_22824

03.html
当年5月至7月

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省科技

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省基金委业务咨询：020-
83163287、83163280

网络申报技术支持：020-

83163338

省杰青项目

申报人应是年龄不超过40周岁［即197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且取
得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青年人才 ；申报人具有从事省部级

（含）以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经历 ；申报人需通过依托所在的广

东省单位申报。     限项规定：已经是省级（含）以上杰出青年项目、优
秀青年科学项目获得者、省级（含）以上人才计划入选者、广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研究团队项目协调人、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

人员不得申报。

省科技厅 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新药创制”重点专项项目

（一）申报单位主要为广东省内注册的创新主体 ，包括科研院所、高校、

企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等；

（二）坚持需求导向和应用导向，原则上支持企业牵头、产学研结合的申
报项目。涉及前沿性、公益性和公共性较强的项目可由高校 、科研院所等

牵头申报，但应有企业参与，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原则上不少于 50%（自

筹经费主要由企业出资）。
（三）项目应依托有优势的创新单位 ，加强资源统筹和要素整合，集中力

量开展技术攻关。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申报单位总体不受限项约
束，但同一单位同一年度在同一专项 （包括重大专项、重点专项）中牵头

申报的项目不超过2个，参与申报的项目不超过3个。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1661

81.html
当年2月至3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社会发展处（专题业务咨

询）：班武，联系电话： 
020-83163908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资源配置与管理处（综合

性业务咨询）：司圣奇，
联系电话：020-83163838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166181.html
http://www.cutech.edu.cn/cn/zxgz/2019/04/1539771830540678.htm
http://www.cutech.edu.cn/cn/kyjj/hydjyjj/2019/03/1539771830337938.htm
http://gdstc.gd.gov.cn/sbzn/content/post_2282403.html
http://gdstc.gd.gov.cn/sbzn/content/post_2282403.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17/index.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9/index.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11/03.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11/02.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11/01.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12/index.html
http://www.nsfc.gov.cn/nsfc/cen/xmzn/2019xmzn/04/index.html


资助部门 科研项目类别 科研项目名称 申报要求说明 具体详情参考网址（实际以最新年份通知为准） 大致申请时间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

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污染防治与修复”和 “虚拟现实”重点专项项目

（一）申报单位为广东省内注册创新主体 （包括龙头骨干企业、科研院所
、高校和行业组织等）的，应注重产学研联合、整合省内外优势资源；

（二）坚持需求导向和应用导向，原则上支持企业牵头、产学研结合的申
报项目。涉及前沿性、公益性和公共性较强的项目可由高校 、科研院所等

牵头申报，但应有企业参与，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原则上不少于 50%（自
筹经费主要由企业出资）。

（三）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申报单位总体不受在研项目数的限项申报约

束，项目应依托在该领域有显著优势的创新单位 ，加强资源统筹和要素整

合，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不鼓励同一单位或同一研究团队分散力量 、
在同一专项中既牵头又参与多个项目申报的做法 ，否则纳入科研诚信记录
并进行相应处理。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2118
51.html

当年3月至4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社会发展处（“污染防治
与修复”专题业务咨

询）：陈晓　020-

83163887
高新技术处（“虚拟现实

”专题业务咨询）：文晓
芸　020-83163877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930、83163338
资源配置与管理处（综合

性业务咨询）：司圣奇　
020-83163838

“岭南中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项目

（一）申报单位为广东省内注册创新主体 （包括科研院所、高校、企业、

其他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等）的，应注重产学研医检结合、整合省内外优

势资源；
（二）坚持需求导向和应用导向，鼓励产学研医检联合申报。非企业牵头

申报的，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原则上不少于 50%（自筹经费主要由参与申
报的企业出资）。

（三）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申报单位总体不受在研项目数的限项申报约

束，项目应依托在该领域具有显著优势的创新单位 ，加强资源统筹和要素

整合，集中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不鼓励同一单位或同一研究团队分散力量
、在同一专项中既牵头又参与多个项目申报 ，否则纳入科研诚信记录并进
行相应处理。

（四）申报项目还须符合申报指南各专题方向的具体申报条件 。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886
21.html

当年8月至9月

社会发展科技处（专题业
务咨询）：班武 020-

83163902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930、83163338

资源配置与管理处（综合

性业务咨询）：司圣奇 
020-83163838“高端医疗器械”重点专项项目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889

50.html

“精准医学与干细胞”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申报单位主要为广东省内注册的创新主体 ，包括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

单位和行业组织等；
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联合相关优势单位进行申报；

如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必须是高新技术企业或大型龙头骨干企业 ，建有研
发机构，在本领域拥有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创新平台,且以本领域领军人物

作为项目负责人，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一般不少于 70%。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61312

0.html
当年9月至11月

社会发展与农村科技处

（专题业务咨询）：沈
思，陈嘉惠，廖晓东，联

系电话：020-83163902、

83163905、83163214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规划财务处（综合性业务

咨询）：刘卿戎、司圣

奇，020-83163620、
83163838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科技专项项目

申报单位主要为广东省内注册的创新主体 ，包括科研院所、高校、企事业
单位和行业组织等；

鼓励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联合相关优势单位进行申报；
如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必须是高新技术企业或大型龙头骨干企业 ，建有研

发构，在本领域拥有国家级、省部级重大创新平台,且以本领域领军人物作

为项目负责人，项目总投入中自筹经费一般不少于 70%。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61312
4.html

当年9月至11月

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

（专题业务咨询）：王依

莉、段依竺，020-
83163881，020-83163335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规划财务处（综合性业务

咨询）：刘卿戎、司圣
奇，020-83163620、

83163838

“珠江人才计划” 引进创新创业团队项目

申报团队研究项目具有高创新价值或战略前瞻意义 ，团队成员具有领衔国

家及省重大科研任务能力，在关键核心技术上有望实现重大突破 。团队由1
名带头人和不少于4名核心成员组成。团队成员应具备良好道德品行、科学

精神、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年龄原则上均不超过65周岁。鼓励海外优秀
青年人才组建团队，所有成员年龄均不超过45周岁。带头人和核心成员应

具有稳定合作基础，均为海外或省外引进，引进后需连续在粤工作5年以上

（带头人及第一、二核心成员需全职在粤工作）。

具体请留意科研处当年通知 当年4月至5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人才专项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71号信息大
楼1206房

业务咨询：
(020)83163919、83163351

、83163352

技术咨询：
(020)83163358

传真电话：

(020)83163614
申报网址：

http://rc.gdstc.gov.cn
邮箱地址：

gdytzxb@163.com

“广东特支计划”

本土创新创业团队

围绕具有较高创新研发价值或具有战略前瞻意义的重大项目开展研究的本

土高水平团队，团队成员具有领衔省级以上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 。团队成
员应具备良好道德品行、科学精神、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团队由1名带头

人和5-10名核心成员组成，年龄原则上均不超过60周岁。带头人和核心成
员具有稳定合作基础，已连续全职在粤工作3年以上，入选后需继续全职在

粤工作5年以上。鼓励优秀青年人才组建团队，所有成员年龄均不超过45周

岁。支持港澳地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作为协作单位参与申
报，鼓励粤港澳人才联合组建团队 ，联合组建的团队要求不少于50%的成员

来自港澳单位，入选后粤方成员需继续全职在粤工作 5年以上，港澳成员连
续5年每年在粤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

具体请留意科研处当年通知 当年5月至6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人才专项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71号信息大
楼1206房

业务咨询：

(020)831633632、
83163645、83163374、

83163352
技术咨询：

(020)83163358

传真电话：
(020)83163614

申报网址：
http://rc.gdstc.gov.cn

邮箱地址：

gdytzxb@163.com杰出人才（南粤百杰培养工程）

申报人应具备良好道德品行、科学精神、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从事科学
技术研究或重大科技工程管理，研究方向属于科技发展前沿领域 ，在本学

科领域有重大发现、较大影响力和精湛的学术造诣，取得创造性成就并作

出重大贡献，具有成长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潜力。年龄原则
上不超过55周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年龄可放宽至

58岁周岁），已连续全职在粤工作4年以上，入选后需继续全职在粤工作 3

年以上。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88950.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88621.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613124.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211851.html
http://gdstc.gd.gov.cn/gkmlpt/content/0/630/post_630916.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613120.html
http://gdstc.gd.gov.cn/gkmlpt/content/0/632/post_632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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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

“广东特支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申报人应具备良好道德品行、科学精神、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具有卓越

的创新能力、科研水平和申报人组织管理能力 ，研究方向符合科技前沿发

展趋势或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业绩突出，取得国际先进、国内
领先水平的创新成果，产业化前景好或能引导基础理论原始创新 ，对科技

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
种业和精准农业等3个领域。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已连续全职在粤工

作2年以上，入选后需继续全职在粤工作 3年以上。高校、科研院所等法人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党政第一负责人）不参加申报。
具体请留意科研处当年通知 当年5月至6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人才专项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连新路 171号信息大

楼1206房

业务咨询：

(020)831633632、
83163645、83163374、

83163352

技术咨询：
(020)83163358

传真电话：
(020)83163614

申报网址：

http://rc.gdstc.gov.cn
邮箱地址：

gdytzxb@163.com

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

申报人应具备良好道德品行、科学精神、学术道德和职业操守。具有较强

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取得同行专家认可的科研成果，为所从事科研领域
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具有成为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重

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种业和精准农业等3个领域。

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已连续全职在粤工作2年以上，入选后需继续全
职在粤工作3年以上。

国际科技合作专题

专题一：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专题（专题编号：0510）

（一）申报单位为依法在广东境内注册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良好基

础和合作渠道，能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条件和资金保障的高等院校 、科研

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鼓励省级（含）以上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依托单位
牵头申报。
（二）申报单位应根据《2019~2020年度国际科技合作领域指南》及附件要

求提供申报材料及所需证明材料 ，且保证项目内容真实可信，不得夸大自
身实力与技术、经济指标。各单位须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提供申

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项目一经立项，将根据申报书内容转化生成合同
书，无正当合理的理由不予修改调整 。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负责人或牵头申报单位不得进行申报或通过

资格审查：
1.项目负责人有广东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3项以上（含3项）未完成结题的；

项目负责人或企业法人有项目逾期一年未完成结题的 （平台类、普惠性政

策类、后补助类项目除外）；2.在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检查过程中发
现重大违规行为的；3.同一项目通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

的；4.项目主要内容已由该单位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申报并已获得省科技
计划立项的；5.省内单位项目未经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 ；6.有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的。

（四） 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项目经费预算 ，原则上应按申报指南指定数额
申报，并按具体要求提供自筹经费。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166

15.html
当年6月至7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交流合作处：许哲、万卉
芊，020-83163861、
83163867、83163863、

83163303、83163247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资管处（综合性业务咨

询）：司圣奇，020-
83163838

专题二：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专题编号：

0511）

专题三：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学术交流与工

作（专题编号：0512）

专题五：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
作（专题编号：0513）

科技创新普及专题

专题一：重大科技成果科普化（专题编号：
20191401）

1.获得国家科技奖、省科技奖二等奖及以上和承担国家 、省重大专项的完
成单位；2.项目合同期为 1 年。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364

84.html
当年7月至8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引智处（专题业务咨
询）：夏兴林、向燕、羊

荣兵 020-83163913、

020-83163940、020-
39348210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资管处（综合性业务咨

询）：司圣奇，020-
83163838

专题二：重大创新平台科普教育活动（专题编号：

20191402）

1.申报牵头单位应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大工程项目、国家级或省级重

点实验室依托的法人单位；可以有合作单位或参与单位，但不得超过2家；

2.申报单位应具备基本的对公众开放条件和较强的活动组织能力 ，具有良
好的社会口碑和公众认知度；3.项目合同期为1年。

专题三：科普传播平台运营奖补（专题编号：
20191403）

1.申报单位应为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2.申报单位应通过

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平台，事实进行科普传播，并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2018年）。

专题四：广东科普联盟建设（专题编号：20191404）

1.第一申报单位应为联盟发起成立 ，并且具有独立法人的企事业单位 ；2.
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联盟组织能力 ，有承担省级科普行业民间组织的组

织策划、实施工作经验；3.联合申报时，应提供合作协议书，明确各方责

权利；4.项目合同期为1年。

专题五：优秀科普作品创作（专题编号：20191405）
鼓励科普作者、科普作家、科幻作家和科普从业人员等依托省内具有独立
法人的企事业单位申报；

专题七：2019年新认定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运营奖
补（专 题编号：20191407）

1.申报单位为2019年新认定的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 ；2.申报单位应
提供基地年度科普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

粤港澳科技合作专
题

专题一：粤港联合创新资助项目（专题编号：

20190514）

（一）申报单位应根据《2019~2020年度粤港澳科技合作专题指南》及附件

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及所需证明材料 ，且保证项目内容真实可信，不得夸大

自身实力与技术、经济指标。各单位须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提供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项目一经立项，将根据申报书内容转化生成合同
书，无正当合理的理由不予修改调整 。

（二）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项目负责人或牵头申报单位不得进行申报或通过

资格审查：
1.项目负责人有广东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3项以上（含3项）未完成结题的，
或有项目逾期一年未结题的（平台类、普惠性政策类、后补助类项目除

外）；2.在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的 ；3.

同一项目通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的 ；4.项目主要内容已由

该单位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申报并已获得省科技计划立项的 ；5.省内单位
项目未经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6.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

用“黑名单”记录的。
（三） 申报单位应认真做好项目经费预算 ，原则上应按申报指南规定额度

申请财政扶持资金，并按具体要求配套自筹经费。

http://gdstc.gd.gov.cn/pro/tzgg/content/post_2573852.html当年7月至9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交流合作处：万卉芊、何

亮、许哲，020-83163863
、83562716、83163867、

83163697、83163861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资管处（综合性业务咨

询）：司圣奇，020-
83163838

专题二：粤澳联合创新资助项目（专题编号：
20190515）

专题四：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培训交流项目 （专题编
号：20190517）

http://gdstc.gd.gov.cn/pro/tzgg/content/post_2573852.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36484.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16615.html


资助部门 科研项目类别 科研项目名称 申报要求说明 具体详情参考网址（实际以最新年份通知为准） 大致申请时间 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

广东省软科学项目

重点项目（专题编号：20191001）

1.项目申报单位以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具备软科学研究能力的机

构为主，同时接受香港、澳门以及国内智库等高水平软科学研究机构申报

。
2.项目负责人须熟悉我省科技创新发展相关政策 、趋势发展、科技管理等

相关工作，并愿意服务支撑广东科技创新发展管理工作 。项目负责人申报
时提供2～3项与研究领域相关的代表性成果 （如论文、报告、获领导批示

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将作为立项的参考依据 。

3.项目选题要符合指南覆盖范围 ，题目自拟。要求以解决问题、应对新情

况为研究目的，重视研究的战略性、操作性，深入一线进行调研，注重收
集第一手资料，研究工作要扎实可靠，能够形成推动我省创新驱动发展 、
支撑创新治理需要、可落地可实施的具体工作建议。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73839.html?from=timeline当年7月至9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综合规划处：郭秀强、刘

卿戎，83163874、

83163620
软科学项目管理专业机

构：江笑颜，83163611
业务受理及技术支持：

020-83163338、83163469

资管处（综合性业务咨
询）：司圣奇，020-

83163838

面上项目（专题编号：20191002）

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征集入库项目

生物医药：包括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新药

创制、中药现代化、脑科学与脑机工程

“十二五”以来，经由国家重点科技计划立项支持 ，现已验收或即将验
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突破，符合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技术成熟度较

高，相关成果可到广东示范推广和产业化应用的项目 ；“十三五”以来，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后启动的国家重大重点科技计划项目 ，相关研

发具有阶段性进展，能与广东形成协同合作，可开展工程化应用和测试形

成典型示范的项目；2017年以来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重点研发计划重
点专项等的项目，评审结果名列前茅，答辩成绩优秀，但受财政预算投入

等原因未获立项，符合广东支持的重点科技创新领域 ，能与广东协同创新

或可以在广东研发和应用的项目 ；其他得到国家部委重要计划支持的项目
或成果；以当年指南要求为准。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61307

7.html

常年接受申报，当

年8月至9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地址：广州市连新路171号科技信息大楼1楼广东
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综合业务办理大厅电话：
020-83163930，020-

83163932

广东省科技厅规划财务处
联系人：刘卿戎、池源，

电话：020-83163620、

020-83163834

广东省揭榜制项目

技术攻关类揭榜制项目

技术攻关类揭榜制项目的需求主要由广东龙头 、骨干企业提出。凡符合条
件且有研究开发能力的省内外高校 、科研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或其组织

的联合体均可主动揭榜，经供需对接达成协议后，开展攻关任务，由需求

方和省科技厅提供相应的研发资助 。
成果转化类揭榜制项目的需求主要由省内外拥有重大科技成果的高校 、科

研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出。由有技术需求、应用场景且符合应用条件
的省内企业揭榜实施，经供需对接达成协议后，开展成果推广转化应用，

获得相应省财政资金支持。

揭榜制项目以企业和社会投入为主 ，省财政资金给予适当资助。要求项目
投入总额不低于1000万元、实施周期不超过3年。项目需求应聚焦广东省重

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发展急需的重大科技成果 。重点瞄准以下主攻
方向：

高端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方向，包括精准医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新药

创制、中药现代化、脑科学与脑机工程等；生物医用材料；等等。

http://gdstc.gd.gov.cn/sbzn/content/post_62343

6.html

常年接受申报，当

年9月至10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业务咨询电话：020-
83163356、83163344、

83163925

技术支持电话：020-
83163338

成果转化类揭榜制项目

省教育厅 创新强校项目

省级重点建设平台

只接受历年来获省教育厅立项的各类科研创新平台总数不超过 6个的本科高
校申报（已通过省教育厅组织的验收，且已成功升格为省部级以上科研创

新平台的，可不计入统计范围）。原则上纳入我省“冲一流、补短板、强

特色”提升计划（以下简称“冲补强”计划）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2项，其他本科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1项。学校可结合学校实际自主选择申

报的平台类型。

http://www.gdhed.edu.cn/business/htmlfiles/gdj

yt/tzgg/201812/523490.html
当年12月到次年1月 广东省教育厅

020-37629455

020-37628043

创新团队项目
原则上“冲一流”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3项，“补短板”和“强特色”
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2项，其他本科高校及高职院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1

项。

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重点项目

原则上“冲一流”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8项，“补短板”和“强特色”

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5项，其他本科高校及高职院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2
项。

特色创新类项目
原则上“冲补强”计划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12项，其他本科高校及高

职院校每校申报不超过8项。

特色创新类项目（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原则上公办高校及高职高专院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6项，民办高校每校申报不

超过3项。

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
原则上“冲补强”计划建设高校每校申报不超过 15项，其他本科高校及高

职高专院校每校申报不超过10项。

http://www.gdhed.edu.cn/business/htmlfiles/gdjyt/tzgg/201812/523490.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2573839.html?from=timeline
http://gdstc.gd.gov.cn/sbzn/content/post_623436.html
http://gdstc.gd.gov.cn/tzgg/content/post_613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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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健委

广东省卫生健康适

宜技术推广项目

1.技术推广范围以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重点，兼顾县级公立
医院和村卫生室，能有效提升基层卫技人员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使城乡

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县域内得到规范化诊疗 ，满足分级诊疗制度的

要求和群众的服务需求；2.技术须经实践证明安全、有效、经济、成熟并

相对先进，适合县（市、区）级及以下农村及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使
用；3.技术项目配套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生
产并进入市场；4.已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2年以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显著；如获立项，具备自立项之日起在省内推广的条件和能力 ；5.技术推

广单位须为研发（或引进）及应用该项技术的医疗卫生机构 ，具备相应的

人员和条件，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确保推广工作顺利开展；6.有关
省级学会、协会可组织相关专科分会申报不超过 3个推广项目，积极探索开

展体系化、公益性的适宜技术推广工作；7.已申报省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
广项目的，不再重复申报备案项目；8.本次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申报范围不

含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类技术。

http://wsjkw.gd.gov.cn/gkmlpt/content/2/2387/p

ost_2387423.html
当年5月至6月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报送材料至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 （省医学情报研

究所）继续医学教育部（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惠

福西路进步里2号之六801室）

报送材料联系人：刘奉
彪，联系电话：020-

81851045

网上申报系统技术支持联

系人：康文华，联系电

话：020-81906047

广东省医学科研基

金项目

（一）申报项目：以应用研究为主，注重创新，着重解决医疗卫生健康工

作（不含中医药）中的重点科学问题。
（二）申报单位：本系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单位 。

（三）项目负责人：
1.必须是副高以下（含副高）技术职称，在研的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不得

超过两项，同时近3年承担的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能按时结题的在职人员 。

面上项目申请者必须是中级或副高技术职称的在职人员 ，青年基金项目申

请者必须是35周岁以下、未获得本青年基金资助过的硕士以上 （含硕士）
或中级、副高技术职称的在职人员。2.项目负责人在同一申报年度只能申
报1个项目。3.在职公务员、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

（四）统一申报：项目由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高等医药院校

统一申报。行业、民营医疗卫生机构按属地管理原则 ，向所在地级以上市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报，部属、省属、委直属、部队医疗卫生机构直接申

报。

http://wsjkw.gd.gov.cn/gkmlpt/content/2/2132/p

ost_2132227.html
当年9月至11月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书面材料受理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进步

里2号之6广东省医学学术交流中心（广东省医学
情报研究所）六楼卫生人才考评部。

申报要求或申报材料要求
联系人：涂正杰，联系电

话：020-83848500

网上申报和受理要求联系
电话：020-81906047（网

上申报）、020-81906063
（受理窗口）

省中医药局

广东省中医药局科

研项目
面上项目

一、申报项目符合我省中医药发展的需要 ，立足于国内前沿水平，立题依

据充分，科研设计合理，技术路线清晰可行，经费预算合理。面上项目研

究时限为2年，如有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1年。项目申报人在同一年度只
能申报1个项目，承担我局课题在研项目两项及近 3年应结题而未提交结题

材料被中止研究的人员不允许申报 。

二、申报单位须是我省辖区内的医疗卫生单位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三、面上项目研究内容：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着眼于解决中医药医疗实

践中的关键问题，充分体现我省中医药研究的特色和优势 ，开展中医药基
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面上项目限额申报。申报人要求见粤中医函〔2017〕

344号。

http://szyyj.gd.gov.cn/zwgk/gsgg/content/post_

2221696.html
当年3月至4月

广东省中医药局办公室

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483号粤财大厦21楼省中
医药局科教处

联系人: 李文波，联系电

话：020-83848487

网上申报技术支持电话：
020-31000768

广东省“十三五”
中医药重点专科和

特色专科

重点专科

一、申报单位范围
（一）申报重点专科的单位范围：政府举办的地市级以上中医、中西医结

合、中医专科医院和县级三级中医 、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及具有国家中医药

工作示范单位称号的三级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申报特色专科的单位范
围：政府举办的县（区）级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以

及具有国家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称号的二级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二）非政府举办的三级中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专科医院可申报重点专

科，二级、一级可申报特色专科。

（三）申报专科必须是地市级重点专科 、特色专科（含建设单位）。已是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建设项目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

特色专科（含建设项目）以及省中医药局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含建设项
目）不再申报。

二、申报条件

（一）医院认真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各项方针政策 ，积极参与公立
医院改革，并认真完成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 。

（二）中医特色突出，临床疗效显著，在一些病种的诊疗上体现出较好的

优势，在区域内具有一定影响。
（三）申报项目所在科室近两年内无二级以上医疗事故 。

（四）申报项目所在单位有专科建设规划和具体措施 ；具有较好的基础设
施条件；运行机制良好，管理科学规范，服务质量优良；重视行业作风建

设，医德医风良好。

（五）科室中医药特色优势明显，在疾病的诊治过程和理法方药的应用中
体现中医的思维理念，中医临床疗效明确，优势病种治疗有明显特色。

（六）专科人才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称结构及学历结构合理，有一支
素质较高的专科人才队伍。

（七）申报专科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固定病床 。急诊科、治未病科、护理学

、临床药学专科不作床位数要求。
（八）申报项目所在单位为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科

室应为独立的临床科室，并有一定规模的固定病床。

http://szyyj.gd.gov.cn/zwgk/gsgg/content/post_
2515106.html

当年6月至7月 广东省中医药局办公室

联系人：肖纹绮、刘新

会，联系电话：020-
83820057

联系邮箱：

gdzyyz@126.com

特色专科

http://wsjkw.gd.gov.cn/gkmlpt/content/2/2132/post_2132227.html

http://wsjkw.gd.gov.cn/gkmlpt/content/2/2387/post_2387423.html
http://szyyj.gd.gov.cn/zwgk/gsgg/content/post_2515106.html
http://szyyj.gd.gov.cn/zwgk/gsgg/content/post_2221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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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

市科技计划项目/

科技创新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

第一批

产业技术重大攻关计划

(一)申报单位应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 、登记、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

(二)申报单位应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有健全的科研管理、知
识产权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运营状态良好。

(三)项目负责人应是申报单位正式职工 ，除两院院士外年龄不超过60周岁
(指195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项目实施期内在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

技和市场发展动态，具有本领域的工作经验，是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技

人员。在职公务员、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四)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过去5年内在申报和承担国家、省、市科技计划
项目中无不良信用记录。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http://www.gzsi.gov.cn/gzsi/xxgk_kjgl/list.sht

ml

关于发布2019年广州市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第一批)申报指南的通知
http://www.gz.gov.cn/gzgov/gsgg/201805/76620ec

5c8bf4df5a4939f46dc416203.shtml

当年5月至6月

广州市科技项目评审中心受理窗口 (越秀区连新
路47号1楼)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020-83322975

民生科技攻关计划

科学研究计划

创新平台建设计划

创新环境建设计划

对外科技合作计划

企业创新能力建设计划

第二批

民生科技攻关计划

——民生科技攻关专题（科技帮扶方向）

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关于发布 2019年科技创新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第二批)申报指南的通知
http://www.gz.gov.cn/gzgov/gsgg/201807/6e56294
e2b4f4361aadc0a74a76e014b.shtml

当年7月至8月

创新环境建设计划

——珠江科技新星专题

对外科技合作计划

科技与金融结合计划

市卫计委
中医药和中西医结

合科技项目

立项资助项目 负责人应为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医疗卫生人员，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
硕士以上学位，具备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与基础 ；不具备中级

技术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者，须由两位高级技术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项
目组成员不能作为推荐专家。不能由1人单独承担，且只能设1名项目负责

人；负责人限申报1个项目，在研项目（课题）总数不得超过2个。

http://www.gzmed.gov.cn/gzmed/zxgg/201701/7635
c88810a94be3bec8e0aab94c24a4.shtml

当年3月
广州市西华路534-536号103室广州市卫生技术鉴
定和评估中心

020-81084504
020-81303278

立项不资助项目

市卫计委 西医

重大项目
具有高级职称，年龄不超过57周岁；负责人限申报1个项目（课题），在研

项目（课题）总数不得超过2个（含本次申报项目/课题）。

http://www.gzmed.gov.cn/gzmed/zxgg/201805/ac90

6112d19b4ab3b3ec75fc3f5b6464.shtml
当年5月至6月

广州市西华路534-536号103室广州市卫生技术鉴

定和评估中心

020-81303278一般引导项目 申报单位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项目申请者极其所在单位须对所有申报材

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项目负责人是实际主持研究工作的科
技人员，项目负责人年龄原则上在57岁以下；政府部门公务员、已退休人

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受理已有2项以上在研市卫生计生委科研

项目的负责人申报项目；同一负责人同一年度只能申报 1项新项目。

http://www.gzmed.gov.cn/gzmed/zxgg/201805/4822

56002cb0423fabd116eea83f9763.shtml
当年5月至6月

广州市西华路534、536号广州市卫生技术鉴定和

评估中心

两新项目

市教育局

高校科研项目

“羊城学者”科研项目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 ，当年1月1日未满45岁；具有承担基

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已经取得突出成绩；发表高水
平论文如ESI高被引论文1篇或1区SCI论文3篇；或主持过重要科研项目如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省部级重点重大项目 ；或取得重要科研成果如
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前三名或一等奖前五名 ，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前五名；或其他突出业绩；申请人未获得的国家、省部、市级人才项目资

助，具备提升条件。

http://www.gzedu.gov.cn/gzeduxxgk/0202/201805/

0a6e6b9bdd4641b1817781ddccade18b.shtml
当年5月

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83号广州市教育局

020-22083722
创新团队科研项目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 ；具有在长期合作基

础上形成的研究队伍，包括学术带头人1人，研究骨干不多于8人；具有正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国际影响力 ，申请当年1月

1日未满50周岁；学术带头人及研究骨干未获得的国家 、省部、市级团队项
目资助，具备提升条件。

青年人才科研项目
当年1月1日未满35岁并具有博士学位的青年创新人才 ；无在研的国家、省

部、市级科研课题资助。

产学研结合项目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 ；高校与相关企业已开展实质性的合作 3

年以上，企业（集团）须有一定的经济规模，上一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
均超过1000万元，或者属于高新技术科技企业，已有不少于1项科技成果在

进行转化并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 ，主要成果转化地和实施地应在广州
市；未获得的国家、省部、市级产学研项目资助。

青少年科技教育项
目

市评审资助项目

具备2年及以上科技教育教学经历或 3年及以上科技教育管理经历；具有本

科及以上的学历或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相关领域执业资格 ，否则需有3名及以
上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备相关领域执业资格的科技教育专家

具名推荐并参与指导；负责人限申报1个项目（课题），在研项目（课题）

总数不得超过3个（含本次申报项目/课题）。项目组成员一般不超过10人
（含项目负责人）。近两年内项目实施质量未达到良好及以上的项目负责

人，申报2020年项目时从严控制。未按期完成2017、2018年度承担的市青

少年科技教育项目任务，或经评估实施质量等级在低以下的负责人 ，不受
理其申报或参与申报2020年度科技教育项目。

http://www.gzedu.gov.cn/gzsjyj/tzgg/201903/fac
14432ccad42df86831a596e85145b.shtml

当年4月 020-22083723

自主立项项目

注：仅作参考，具体申请条件和限项要求留意当年申报指南 /通知。

http://www.gzedu.gov.cn/gzeduxxgk/0202/201805/0a6e6b9bdd4641b1817781ddccade18b.shtml
http://www.gzedu.gov.cn/gzsjyj/tzgg/201903/fac14432ccad42df86831a596e85145b.shtml
http://www.gzmed.gov.cn/gzmed/zxgg/201805/482256002cb0423fabd116eea83f9763.shtml
http://www.gzmed.gov.cn/gzmed/zxgg/201701/7635c88810a94be3bec8e0aab94c24a4.shtml
http://www.gzmed.gov.cn/gzmed/zxgg/201805/ac906112d19b4ab3b3ec75fc3f5b646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