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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发布2023年度基础研究计划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来源：本网  发布时间： 2022-03-15 09:01:04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广州市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实施方案》（穗府〔2019〕6号）和《广州市科技创新

条例》相关精神，大力支持研究人员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技术）研究，营造宽松学术环境，激励

原始创新、源头创新，取得一批原始性创新成果。现启动2023年度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申报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本专题项目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按《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工

作 方 案 》 的 有 关 规 定 ， 由 项 目 申 报 单 位 按 照 申 报 指 南 自 行 申 报 ， 通 过 广 州 科 技 大 脑

（https://gzsti.gzsi.gov.cn/）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经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

点的项目组织单位和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遴选推荐，市科技局按程序审核确定后，符合条件的予以立项。

　　二、支持领域

　　支持在广州市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进行原始性创新、前沿探索性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与

应用科学领域，以及研究手段主要以理工科为主的交叉学科。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军事学及其他软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等领域

不在本专题支持范畴。

　　三、申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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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报单位应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科技类（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申报单位应具有完成项目实施的工作基础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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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该项目申报全部面向“博士青年科技人员”。

　　1.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正式职工，符合申报指南中规定的“博士青年科技人员”应同时具备的四

个条件：一是35周岁以下（198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二是拥有博士学位；三是未作为项目负责人获

得过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各类科技计划项目资助（市校（院）联合资助项目不受限制）；四是未获得粤穗联

合基金项目支持。

　　2.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内在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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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组织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在职公务员不

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四）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未在科研诚信惩戒期内。

　　四、申报限制

　　（一）市科技计划已立项竞争性项目不得再次申报，同一项目不得申报不同的科技计划类别，已获得

国家级、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或市级其他部门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

　　（二）作为项目负责人当年新申报的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累计不得超过1项（市校（院）联合资助项

目不受限制）。

　　（三）项目申报单位存在到期未验项目的，不得新申报竞争性项目（申报单位为高校的，限制到二级

院系，由高校负责审查）。“到期未验”项目是指，在申报新市科技计划项目前，项目申报单位存在2021

年12月15日前合同到期且未验收或终止的市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的。

　　（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申报单位所属二级院系（所）及相关分院、分部、分中心驻

地不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不得申报本项目，并由各组织单位负责审查。

　　五、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注册。申报单位进入广州科技大脑按要求完成单位用户注册（新开户），获取单位用

户名及密码；已有单位用户账号的，无需另行注册。

　　（二）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单位用户登录广州科技大脑，完善录入单位信息基本情况。申报人根

据需要自行注册账号，完善个人信息。

　　（三）项目申报。申报人登录广州科技大脑，选择该项目专题，在线填写申报材料后，提交至申报单

位审核。



　　（四）单位审核。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查，确保申报质量，通过后提交至组织单位审核。

　　（五）遴选推荐。各组织单位负责本单位或本区域项目的申报、审核和遴选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不超过限项数量的项目推荐至市科技局，市科技局按程序审核确定拟入库项目。

　　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的组织单位及推荐立项项目数量限额如下表，其中未明确推荐立项

项目数上限的其他组织单位，根据单位已报送“博士青年科技人员”实际情况进行推荐，推荐立项项目数

上限最高不超过已报送核定数额。

　　表一：各组织单位推荐立项项目数额表

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的组织单位 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

中山大学（含校本部、医学部及其附属医院） 290

华南理工大学 120

南方医科大学（含其附属医院） 145

暨南大学（含其附属医院） 60

广州医科大学（含其附属医院） 75

广东工业大学 80

广州中医药大学（含其附属医院） 55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75

广东省科学院 5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45

越秀区科技工业和信息化局 70

其他纳入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的组织单位的高等院 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推



校、科研、医疗系统组织单位和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详见

表二序号12-39）

荐

　　六、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要求。

　　1.申报项目需按要求在广州科技大脑注册完善个人信息，并填报项目申报书；其中注册完善个人信息

需将相关证明材料按相应要求签字盖章后，再扫描上传。证明材料一般应包括：

　　（1）申报单位法人资质证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已三证合一，则仅需提供注明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的单位法人资质证照。

　　（2）项目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资质材料（博士学历学位证书、职称材料）。

　　2. 申报项目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

经发现并核实后，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记录不良信用并通报，已获立项的作取消立项或实施终止处

理。

　　（二）推荐和审核。

　　项目组织单位在组织审核（评审）后，将不超过推荐申报项目数上限的项目推荐至市科技局。各组织

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书面提交推荐项目清单（项目名称、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姓名等）至市科技局（基

础研究处），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具体如下：

　　1.在4月30日前，未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详见表二序号12—39）根据申报实际需

求，按要求审核后（可不组织专家评审），提交推荐项目清单，清单名额不得超过前期各单位已报送的摸

查核定数额。

　　2.在5月18日前，中山大学等11家已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详见表二序号1—12）须

按要求遴选推荐提交项目清单。后续市科技局将根据实际申报情况，如有多余名额将对各单位项目推荐名

额进行调剂增加。

　　市科技局将对推荐的项目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及时反馈组织单位。针对未通过审核的项目，组织单

位5个工作日内在广州科技大脑报送补充推荐项目，并书面提交补充推荐项目清单。逾期未补充报送视作放

弃补充推荐。

　　（三）审核或遴选工作总结。

　　1.推荐工作完成后，组织单位应按要求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项目征集与遴选工作方案、项目遴选工作

总结（包括专家名单、专家意见、公示情况）等进行披露，并将相关文档资料原件扫描后上传广州科技大

脑。



　　2.未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应按要求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将项目征集与审核工作方案、审

核推荐工作总结（包括公示情况）等进行披露，并将相关文档资料原件扫描后上传广州科技大脑。

　　七、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支持不超过2000项，每项市财政支持5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拨付。项目经费

管理实行“包干制”，承担单位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八、实施期限

　　项目起止时间为2023年4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实施期为2年。

　　九、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2022年3月21日9时；网上申报提交截止时间由各组织单位按照本指南

规定时间节点自行拟定。未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详见表二序号12—39）网上审核推荐的

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30日20时。已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详见表二序号1—12）网上审

核推荐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25日20时。

　　十、注意事项

　　（一）申报项目需符合本通知中规定的申报基本条件和其他相关要求。

　　（二）广州科技大脑中申报书“申报单位基本情况”的相关内容从单位信息模块中自动读取，请各单

位在申报项目前，尽早登录（注册）广州科技大脑填写完善。

　　（三）应合理安排项目申报书填报、网上审核推荐和材料提交时间，避免出现在项目网上审核推荐截

止时间到期前广州科技大脑网络繁忙耽误申报及推荐。

　　（四）在广州科技大脑提交申报材料后应留意项目状态，并注意提醒项目组织单位及时审核推荐。

　　（五）项目申报受理和评审立项等信息可在广州科技大脑系统上查询，鉴于本项目重点支持青年科技

人员开展自主研究，实施期有限，实施期内项目承担单位、组织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实施期等信息情

况不予变更。

　　（六）项目申报人及申报单位需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纠纷在内的潜在风险。

　　（七）各组织单位应根据项目合同书约定组织验收。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期以该项目作为资助项目

获得以下5种情形之一且经费使用符合规定的，由组织单位审核后通过验收，可不组织技术专家评审。如无

以下情形，各组织单位应根据项目实际完成情况组织技术专家评审验收、项目经费使用情况验收。

　　1.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以上（须标注资助项目编号）；

　　2.项目实施期内，以第一完成人申请或授权专利、软件著作1项或以上；

　　3.项目实施期内，获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或人才项目支持1项或以上；



　　4.项目实施期内，获省级以上科技奖励（含列入获奖团队成员名单）1项或以上；

　　5.项目实施期内，获得职称晋升。

　　十一、联系方式（接听时间：工作日9:00—12:00、14:00—18:00）

　　业务咨询：83124052、83124150；联系人：李磊（基础研究处）。

　　技术支持：83124114、83124194。

　　广州市科技大脑操作指引：https://gzsti.gzsi.gov.cn/pms/index.html#/news?type=czzn。

　　各申请人如对指南理解有不清楚之处，请在申请填报之前，务必与各组织单位提前沟通了解。

　　表二：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改革试点的组织单位清单

一、已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

1
中山大学（含校本部、

医学部及其附属医院）

周莹莹 020-84113216

2 华南理工大学
刘  燕

谭锦才
020-87110625

3
南方医科大学（含其附

属医院）
邹婷婷 020-61648163

4
暨南大学（含其附属医

院）
雷  帆 020-85220610

5
广州医科大学（含其附

属医院）

倪  洁 020-37103057

6 广东工业大学 穆  淼 020-39322711

7
广州中医药大学（含其

附属医院）
谢智荣 020-39358470

https://gzsti.gzsi.gov.cn/pms/index.html#/news?type=czzn


8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孙金龙 020-37656336

9 广东省科学院 翟爱峰 020-87687374

1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高治红 020-87572115

11
越秀区科技工业和信息

化局

李  昊

邓淑青

020-37623599 

020-37623580

二、未明确推荐立项项目数上限的组织单位

12 广州大学 刘亚兰 020-39366266

13 华南农业大学 袁家龙 020-85280070

14 华南师范大学 卢  屏 020-85211105

15
广东药科大学（含其附

属医院）
霍务贞 020-39352065

16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刘  丹 020-89013770

1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骆泽深 020-36207045

18 广东财经大学 陈  轩 020-84096275

19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周方方 020-38265406

20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邹  艳 020-34735861

2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王雪玲 020-37151216



22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陈金兰 020-84560800

23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夏富裕 020-81070820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

区总医院（南部战区在

穗医院）

原学勇 020-88654445

25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 彭雅炼 020-86394776

26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

五研究所
李乃鑫 020-87040491

27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

学研究所
桑燕鸿 020-29119661

28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海水产研究所
明俊超 020-84455784

29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

江水产研究所
张瑞泉 020-81616311

30
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吴霆宇 020-89088603

31
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

化局
刘小芸 020-38622896

32 黄埔区科学技术局 简华强 020-82111942

33
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郭婉君 020-84826039



34 白云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陈结斌

李  晖

020-80736053 

020-80736030

35 南沙区科学技术局
刘婷辉

梁志伟

020-39091126 

020-39053129

36
荔湾区科技工业和信息

化局
罗  智 020-81505776

37
花都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罗燕红 020-36881333

38
从化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
戚杰枝 020-87926183

39
增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技创新局
曾  丹 020-82882192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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