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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01

02
03

04

05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
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源头创新能力。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产业化
目标，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在设定
时限内进行集成式协同攻关。

针对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重大科学问
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重大国
际科技合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
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

通过风险补偿、后补助、创投引导等方
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运用市场
机制引导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和资本化、产业化。

优化布局，支持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和
能力提升，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支持创新人才和优秀团队的科研工作，
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能力。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基地和人才专项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计划：根据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和战略安排的，以中央财政支持或以宏观政策调控、引导，由
政府部门组织和实施的科学研究或试验发展活动及相关的其他科学技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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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
贯穿科研人员职业生涯

其他条件类基金：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际（地区）合

作交流项目、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专项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目

支持创新工作，培育青年人才

青年科学基金

聚焦国家重点领域
培育优秀人才
推动前沿科学突破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
造就杰出人才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力

冲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数学天元基金

面上项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

基础科学中心

重大项目

重大研究计划

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

十万级

百万级

千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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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

国家科技
合作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三五”以前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
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工信部 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农业农村部 科技发展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8家专业管理机构 2016年启动，“十三五期间”（2016-2020）
批准实施了69个专项。

截止至10月30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
专项2022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已发布75项。

“揭榜挂帅”制度

“十四五”

青年科学家项目AVPRO - 5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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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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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8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2016年国务院正式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要在

实施好已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基础上，面向2030年再部署一

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为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

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强大支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06年通过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确定了16个重大专项（公开13个），重大专项是为了

实现国家目标，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

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工程，是我国科技

发展的重中之重。

核高基 集成电路装备 宽带移动通信

数控机床 油气开发 大型核电站 水体污染治理

转基因

新药创制 传染病防治 大型飞机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

重大科技项目：
1.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
2.深海空间站
3.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
4.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5.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6.深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
轨服务与维护系统
7. 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增）

重大工程：
1.种业自主创新
2.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3.智能电网
4.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
5.大数据
6.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7.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
8.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
9.健康保障AVPRO - 5

 Dec 2022



1.1.3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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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10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科技创新领域节选）:
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制定实施战略性科
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
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
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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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资助单位：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https://jj.chinapostdoctor.org.cn/website/inde
x.html）

资助类型：

面上资助 — 自科：一等12万元、二等8万元；社
科：一等8万元、二等5万元。

特别资助 — 站前18万；站中自科18万、社科15万。

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 — 每部专著平均8万元。

申报要求：参考《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指南（2022年度）》

AVPRO - 5
 Dec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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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广东省科技计划布局

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量子科学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病原微生物进化与传播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研究十年
“卓粤”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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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
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由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聚焦九大重点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
术、关键零部件和重大装备的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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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体系
省

基
础

与
应

用
基

础
研

究
资

助
体

系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重 大 项 目
面向世界前沿，聚焦关键领域
集成优势资源，实现重大突破

重大项目
（1000-2000万元/项）

联合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广东）
聚全国之力解决广东科学问题

重点项目（250万元/项）
集成项目（1000万元/项）

省内联合基金

省市联合基金
粤穗|粤深|粤佛|粤莞|粤惠

聚全省优势解决地区科学问题

青年基金项目（10万元/项）

地区培育项目（30万元/项）

重点项目（50-100万元/项）

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200-300万元/项）

省企联合基金
突破产业发展的重点科学问题

卫生医药|海上风电
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 自助选题，前沿探索

面上项目（10万元/项）
青年提升项目（30万元/项）
杰出青年项目（100万元/项）
卓越青年团队（300万元/项）

省科技厅 基础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省基金 AVPRO - 5
 Dec 2022



1.3 广州市科技计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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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研究计划

重点面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库

全过程管理简政放权、验收下放，经费使用“包干制”

5 企业创新计划

重点面向企业、医疗机构

2 重点研发计划

重点面向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孵化器

竞争性前资助，突出成果可转化、可应用，赛评结合

4 创新环境计划

重点面向科技服务机构、大赛承办单位、科普基地

绩效评价后补助

3 人才项目

AVPRO - 5
 Dec 2022



1.3.1 广州市基础研究计划

16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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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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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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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5万元/项）

①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20万元/项目）
支持高校、医院在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领域，以及研究手段主要以理工科为
主的交叉学科进行原始性创新、前沿探索性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

②市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100万元/项目）
支持高校、医院以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为主要任务，结
合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科技创新的规划布局，按“择优、择重、择需”的
原则，在具有良好研究基础和实验条件的优势学科方向，自筹经费新建广州
市重点实验室。

基础研究计划市校（院）企联合资助专题项目

AVPRO - 5
 Dec 2022



1.3.2 广州市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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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致谢（Acknowledgement）规范
项目类别 致谢 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英文：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Grant No.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
果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发表的项目
成果，项目负责和参与者均应如实注
明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和
项目批准号。

国家重点领域研发计
划

中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编号）
英文：National Key R&D Program of 
China (Grant No.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暂行办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标注的成果作为验
收或评估的确认依据。

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
础研究基金

中文：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
目编号）
英文：Guangdong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Grant No.）

《省基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
二条。

广州市科技计划市校
（院）联合资助项目

中文：广州市科技计划市校（院）联合资助
项目（项目编号）

《三方协议》

署名规范：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 must have *)
[Name] Thrust (* option to some *)

Nansha, Guangzhou, 511400, Guangdong, China  (* if nee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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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奖励申报

2.1 国家科学技术奖

2.2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2.3 教育部及社会科技奖

AVPRO - 5
 Dec 2022



2.1 国家科学技术奖

20

1 2

3 4

（1）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
有卓越建树的；（2）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
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
器件及其系统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
重大技术发明：（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二）具有
先进性、创造性、实用性；（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或者对维护国家安全做出显著贡献，且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国家技术发明奖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
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每年授奖数额不超过10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
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公民。
重大科学发现：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国家自然科学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完成和应用推广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
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
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一）技术创新性突出，技术经济指标先
进；（二）经应用推广，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
境效益或者对维护国家安全做出显著贡献；（三）在推动行业科
学技术进步等方面有重大贡献。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不分等级，每次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
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分为
一等奖、二等奖2个等级，对于特别重大的，可以授予特等奖。

AVPR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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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由省科学技术厅主办评选，主要授予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
人或组织，该奖项是广东省在科技成果奖励方面的最高荣誉。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已经2022年6月17日第十三届广东省人民政府第19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2年9月1日起施行。

突出贡献奖
在本省从事自主创新工作，为建设科技创新强省做出重大突出贡献的个人。
授奖：不超过2名。
奖金：300万元（其中100万元奖励个人，200万元用于资助获奖者主持的资助创新活动）。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授奖：特等奖授奖数量总数不超过3项，一等奖授奖数量不超过50项，二等奖授奖数量不超过125项。
奖金：特等奖100万元，一等奖50万元，二等奖30万元。

科技合作奖
授奖：不超过5项。
奖金：30万元。

青年科技创新奖
候选人年龄不超过40周岁
授奖：不超过25项。

科技成果推广奖：主要奖励由粤东西北
地区个人、组织牵头完成或在粤东西北
地区推广应用的优秀科学技术成果。
授奖：不超过25项。

AVPR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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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类别
奖项名称 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 科技进步奖

授予对象 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
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
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自然科学奖
应当注重前瞻性、理论性。

授予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
工艺、方法、材料、器件及其系统
等重大技术发明的个人。技术发明
奖应当注重原创性、实用性。

授予完成、应用、普及创新性科学技术
成果，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或者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做出突出贡献的
个人、组织。

申报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
（二）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
（二）具有先进性、创造性和技术
价值，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且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一）技术创新性突出，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
（二）经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创造显著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
（三）在推动行业科技进步、改善民生
等方面有重大贡献。

附加条件 * 其成果仅限在国内立项。
* 要求必须提交公开发表的论文或
专著，并且公开发表时间应为2年
以上（具体日期以当年通知为准）。
* 每位完成人必须是代表性论文或
专著的作者。
* 外籍科研人员应在广东省内连续
工作不少于4年，每年在广东省内
科技研发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 要求成果的核心技术必须已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 项目的前3位完成人都必须是本
项目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授权发明专利发明人少于3人时，
发明人在提名项目中的排名优先）。
* 完成人为中国籍公民。

* 要求必须提交已获授权的知识产权证
明、已发布的标准规范或已公开发表的
论文、专著等。
* 成果已整体应用2年以上（具体日期
以当年通知为准） ，并需按照提名工
作手册中有关要求提供应用情况和效果
（效益）佐证材料。
* 完成人为中国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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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类别

科技合作奖
授予对本省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具备下列条
件的境外个人、组织：

（一）同本省合作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学技
术成果；

（二）向本省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成
效特别显著；

（三）为本省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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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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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 2022



25

2.3 教育部及社会科技奖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

自然科学奖 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作出重要科学发现的个人和单位。

技术发明奖 技术发明奖授予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重要技术发明的个人和单位。

科学技术进步奖 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要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作出创
造性贡献，或在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保障国家安全方面作出重大科学技术贡献的个人和单位。

青年科学奖 青年科学奖授予已经取得突出原创性学术成果、具有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能力的青年学者。

社会科技奖励目录（节选）
编号 奖励名称 设奖者 承办机构

0001 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0002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 何善衡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等 何梁何利基金（香港）北京代表处

0038 光华工程科技奖 朱光亚、尹衍樑、陈由豪、杜俊元 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

0131 中国计算机学会王选奖 中国计算机学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0218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北京怀柔未来论坛科技发展中心

0293 未来科学大奖 北京怀柔未来论坛科技发展中心 北京怀柔未来论坛科技发展中心

0315 科学探索奖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社会科技奖数据来源：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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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研平台

3.1 科研平台介绍

3.2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申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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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研平台介绍
国家级科研平台 批准部门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科技部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发改委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

省部级科研平台 批准部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教育部前沿科学中心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

广东省粤港澳联合实验室

广东省工程实验室 广东省发改委

厅局级科研平台 批准部门

广州市重点实验室 广州市科技局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州市社科规划办

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新型智库

省内其他高校获批省重点实验室情况

高校名称 成立
时间

获批时间
（首个）

累积
数量

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2005 2022 1

南方科技大学 2010 2017 11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2014 2021 2

广东以色列理
工学院

2016 2022 1

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

2016
AVPRO - 5

 Dec 2022



3.2 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申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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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广东省平台基地及科技基础条件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1 实验室负责人所需条件（具备下述之一） 获得资助金额

A 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含子课题） 200万元及以上

B 主持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含子课题）
或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含子课题）

300万元及以上

C 主持1项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团队项目 /

C 主持1项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含子课题） 500万元及以上

D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奖二等奖及以上 /

D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省科技奖一等奖 /

E 广东省高等教育“冲补强”提升计划重点建设
学科负责人

/

2 研究团队所需条件 项目经费总额

固定在职研究人员不少于 30 人
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 10 项

1000万元及以上
（不含配套经费）

以上均为2019~2021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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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报能力培育

4.1 科技创新政策专题系列培训会

4.2 红鸟大师论坛

4.3 Research Happy Hour

4.4 Thrust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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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科技创新政策专题系列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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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申报
（待定）

帮助学校科研人员了解国家、省市的重
点领域研发项目申报的相关要求及特点，
针对项目的特点重点介绍撰写申报书的
技巧，提高申报的成功率。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
（9月6日举行）

帮助科研人员了解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
报的相关要求及特点，针对项目的特点
重点介绍撰写申报书的技巧，提高申报
的成功率。

一对一辅导活动
（10月31日举行）

辅导专家分别就申报材料中的科学问题
属性选择、题目、摘要、科学问题、创
新点、研究方案等关键环节的撰写策略
和技巧进行了系统讲解，并对每份申报
书进行逐一点评和修改。

第一期培训会现场

第二期培训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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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红鸟大师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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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领域资深专家学术交流活动
营造学术氛围，提高交流成效

整合各学科优势力量
激发学科高质量发展 聚焦国家重点领域

培养原始创新能力

冲刺国家各类重大项目
助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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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Research Happy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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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C

CEDAR

Bio 
Lab

QCL

ICE-IT

MC2

GeM

AI+ 
Lab

IIDA 
Lab

BIRI

QSTC

TBPS 
LabAVPRO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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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Thrust面对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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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申报动员会

主讲人：协理副校长（研究）伍楷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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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接收项目类型

• 面上项目

• 重点项目

• 部分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 联合基金项目

•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

•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含港澳）

•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外国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具体以2023年项目指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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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基 数学天元 面上 优青 优青（港澳） 杰青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平均资助情况

平均资助金额（万元/项） 全国资助率

青基 数学天元 面上 优青 优青（港澳）杰青 重点项目 重大项目
申请总数（项） 121880 528 111423 6558 165 4105 3917 151
资助总数（项） 21072 133 19420 620 25 314 740 52
全国资助率 17.29% 25.19% 17.43% 9.45% 15.15% 7.65% 18.89% 34.44%

平均资助金额
（万元/项）

29.81 33.83 57.09 200.00 200.00 400.00 290.82 1466.02 

2022年，港科大（广州）老师
依托港科大下属三个研究院共申
报 59 项， 获得立项 20 项（ 批
准率33.90%）。其中，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18 项（批准率
42.86%），面上项目 2 项（批
准率14.29%）。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1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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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流程
第一步：申请人提交申报材料
ISIS系统申请书填写开放时间：预计1月15日左右。
请关注《指南》中的共性要求（申请须知、限项申请规定等）。
同时认真阅读并遵守各学科（科学部、科学处、学科领域）以及各项目类型的个性要求。
科研处会同二级单位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有问题可直接退回修改。

第二步：科研处→基金委
科研处将于3月12日起，陆续将通过形式审查的申报材料提交至基金委。
请申请人提前通过系统提交申请书，以便有足够时间修改申请书。
完成全校申请材料形式审查，检查申报材料的完整性。
在线提交学校申报材料和依托单位承诺书。
统计学校总体申报数据，并进行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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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 申请人
科技部、国家基金委、广东省等已启用申请书相似性检查自动比对服务，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不得同时将研究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项目类型、由不同申请人或经不同依托单位提出
申请；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重复提出申请。

相关研究内容不得是已向其他渠道提交申请且处于受理、评审期的；相关研究内容已获得其他
渠道或项目资助的，须在申请书中说明受资助情况以及与所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区别和联系。

•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需要按规定提交项目进展报告。

严禁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严禁违反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及科技安全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成果报告时，请不要将待发表或未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项目批
准号等的论文列入结题/成果报告；不要直接复制论文内容作为结题/成果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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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在2023年再创佳绩！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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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科研相关工作介绍

5. 博士后及研究人员管理服务(PRMO)
6. 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说明(IPM)
7. 科研项目管理政策发布(RD)
8. 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流程发布(RD)
9. 科研服务系统发布(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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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博士后科研人员管理服务（PRMO）

41

合作导师需为正高级技术职称，副教授、
助理教授可与正教授联合培养博士后；

候选人需35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三年内、
全职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从事博士后工作。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与广州南沙资讯
科技园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培养。

外部经费：政府主管部门支持的人员费
及科研经费。其中，科研经费为30万/2年；
人员费视候选人博士学位授予院校情况，为
46 /2年或76万/2年。

合作导师配套经费：20-48万/2年。

由PRMO负责管理，暂时由RD协助，
具体工作流程由RD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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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说明

6.1 发表学术论文前的注意事项

6.2 知识产权类型的选择

6.3 专利申请流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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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发表学术论文前的注意事项

43

 发文章前切记先进行知识产权申请/登记!

• 科技成果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前的公开可能会妨害知识产权的取得，影响商业化应

用前景。因此，建议技术成果公开（发表论文、项目报告、文章，进行展会宣传，

或者参加会议进行学术报告）之前，进行知识产权申请/登记（如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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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知识产权类型的选择

44

 Patent （专利） or Know-How (商业秘密)

Patent

• 一定新创性

• 容易通过反向工程等方

法推导获得

Know-How

• 不容易通过反向工程等方

法推导获得的技术方案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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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专利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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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归属

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学校，专利权被依法授予后，学校为专利权人

一．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二．履行学校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三．退休、调离学校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学校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学校分配的

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四．主要利用学校的资金、场地、设备、器材、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信息和技术资料等物质

技术条件作出的发明创造。

职务发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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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专利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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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产生

完成《发明披露表》并提交至CTT

进行“专利申请前评估”

专利申请 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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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专利申请流程

47

 共同申请人

 发明人
• 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即提出实质性技术构成，

并由此实现技术方案的人。

• 提供资金、设备、材料、试验条件，进行组织管

理，协助绘制图纸、整理资料、翻译文献等人员，

不属于发明人。AVPRO - 5
 Dec 2022



6.3 专利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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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官费

代理费
费减前 费减后

发明 3450 560 5K~1.5W

实用新型 500 75 2.5K~6K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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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处职能

（1）
纵向项目

（2）
横向项目

（5）
经费管理

（4）
项目管理

（6）
政策制定

（3）
其他项目

（7）
科研诚信

国家科技部

国家基金委

广东省科技厅

广州市科技局

南沙区科技局

企业委托研究项目

校企共建实验室 立项项目预算设立

项目预算变更

项目信息管理

项目文档管理

项目过程管理 工作制度文件

工作流程

审批表格

海外优青(协助)

外国专家

博士后项目

伦理与安全培训

项目申报伦理审查

科研伦理审查系统

（8）
研究服务

国家社科办

科研信息发布

科研数据统计

省教育厅/社科办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

HK-ITC/RGC 横向项目管理体系

项目管理系统

科研诚信

软件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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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发布

7.1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
管理办法

7.2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配套实施细则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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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经费
使用“包干制”管理办法

51

 核心要点

一、责任主体：学校是科研项目经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由财务处会同科研处负责。项目所在枢纽、研
究所负责本单位科研项目经费使用进度监督及绩效评价工作。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使用的直接责
任人。

二、开支范围：设备费、材料费、劳务费、人员费、管理费、绩效等十个支出科目。除管理费、绩效支
出外，其他经费支出不设具体比例限制。

三、管理费： 按照项目经费总额的20%扣除。10%由学校统筹安排，5%由项目所在学域或研究中心统
筹安排、5%由项目团队统筹安排。

四、项目绩效：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10%。绩效考核由项目负责人及所在枢纽、研究所进行审
核。

五、结题验收：结题验收报告及经费决算，由科研、财务管理部门在校内进行公开公示。

六、“十不得”负面清单（由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财政厅提供）：

1. 不得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不相关的支出。

2. 不得通过虚构经济业务、编造虚假合同、使用虚假票据套取资金。

3. 不得通过虚列、伪造人员名单等方式虚报冒领劳务费、专家咨询费。

4. 不得通过虚构合作、协作等方式违规转拨、转移项目经费。

5. 不得截留、挪用、侵占科研项目经费。6. 不得列支个人或家庭费用。

7. 不得支付各种罚款、捐款、赞助、投资，偿还债务等。8. 不得全部列支设备费。

9. 不得列支基建费。10. 不得用于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道德等行为的支出。

AVPRO - 5
 Dec 2022



7.2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配套实施细则

52

 配套准则

一、项目负责人：港科广的在职教授。

二、项目类型：校外竞争性科研资助项目，包括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

三、项目依托单位：

1.对依托港科广申报的科研项目予以配套；

2.基于“港科大一体、两校互补”的原则，如有政府资助科研项目在港科广未有申

报资格，对依托港科大在内地的科研平台申报的上述项目予以配套支持；

3.对于在港科大用于资助港科广研究生的项目予以配套支持。

四、配套对象及比例：对上述项目用于港科广研究生的资助经费予以1:1配套。

五、其他：政府或企业对港科广的定向资助项目及校内评审立项项目，不适用于本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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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科研项目管理工作流程发布

8.1 项目管理工作流程

8.2  协议及合同模板

8.3 科研管理Q&A30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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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流程与管理

54

1）纵向项目申报流程

包括伦理审查报告（如适用）

申请人关注科研处发布的项目征集通知，自检是否符合申报要求

科研处审核申报材料并反馈修改意见
申请人完善申报材料，上传科研内审系统与政府申报系统

科研处在外部截止时间之前，确认收到申报材料终稿，且项目完成校内审批
即在项目申报系统上提交

申请人在内部截止时间之前，在科研内审系统上传申报书与其他申报材料

申请人在科研内审系统上填写想要申报的项目信息，提交上级部门审核

申请人向科研处申请开通政府申报系统账号/自行注册账号
并线上填写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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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流程与管理

55

2）研究伦理审查流程

申请人在线填写伦理审查问卷并提交审核
（http://crp-application.ust.hk/）

研究行为委员会（CRP）审核申请材料（一般需要20个日历日）

申请人在系统导出审查结果报告

申请人将伦理审查结果报告上传科研内审系统

申请人向清水湾科研处（RO）申请开通伦理审查系统Tick@Lab账号
联系人：Cat Leung catleung@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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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流程与管理

56

3）纵向项目立项流程 政府部门网站发布立项通知/申请人在政府申报系统上收到立项通知

申请人在政府申报系统在线填写立项合同/任务书，提交至学校审核

审核通过后，申请人签署合同，科研处完成校方盖章并报送至资助单位

资助单位完成立项合同的签章
科研处存档合同原件，将合同电子版返回给申请人并上传政府申报系统

申请人在科研处内审系统上填写立项项目信息，上传立项合同，认领相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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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流程与管理

57

4）纵向项目转入流程 以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为例，项目负责人填写
《项目依托单位变更申请书》

项目拟转出单位（原依托单位）及项目原参与单位（若有）盖章

项目拟转入单位（港科大（广州））盖章

项目负责人登录项目管理系统上传变更申请书并提交变更申请

项目资助单位审核同意后，变更完成
项目转出单位（原依托单位）将项目经费拨付至港科大（广州）

科研处会财务处在PBMS建立项目预算

项目拟转出单位（原依托单位）科研管理员登录项目管理系统审核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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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流程与管理

58

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资助单位要求准备结题验收材料并向财务处申请
出具项目决算表(1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须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
计报告）

科研处审核结题验收材料

科研处提交结题验收材料至项目资助单位

项目资助单位组织项目结题验收（50万元以上项目须组织会议验收）

项目资助单位通知项目负责人结题验收结果

项目资助单位根据验收结果决定是否收回项目剩余资金

以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为例，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满
后3个月内提出结题验收申请（或资助单位直接发布项目结题验收通知）

5）项目结题结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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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立项项目预算设立流程
科研处依据立项文件向财务处
申请Fund Code 和Basic ID

项目负责人在钉钉OA审批“科研经费预算申请”中填妥
相关资料并提交申请

科研处会同财务处审定预算

科研处将项目信息及预算录入PBMS系统

财务处复核预算信息，完成项目预算建立

财务处收款后，科研处与项目负责人核实所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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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预算调整流程

项目负责人在钉钉OA审批“科研经费预算调剂申请”
中填妥相关资料并提交申请

科研处与财务处审定预算变更申请

科研处在PBMS系统进行预算修改

财务处在PBMS系统进行复核，完成预算修改

博士后项目需填妥《中国博士后
科研资助经费预算调剂申请表》，

交至科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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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横向项目合同及联合申
报协议签订及管理流程

申请伦理审查（如需要）

合同或联合申报协议起草（建议使用我校模板）

申请人将合同/协议稿及项目审批表递交至科研处

科研处会同法务及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进行审核

返回申请人进行修改，并与合作方确认合同/协议内容

科研处会同法务及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进行复核

科研处依据生效合同原件及预算
申请在PBMS系统建立项目预算

项目负责人将各方已签署盖章的合同原件送回科研处

联合申报协议附在项目申报书
一同提交项目组织单位

报分管副校长同意后，合作各方签署盖章技术合同认定（如需要） AVPRO - 5
 Dec 2022



9）横向项目技术合同认定
申请流程 项目负责人于校方盖章签署前提出技术合同认定申请

根据科研处要求提供项目情况、技术方案、费用清单等文件

科研处对技术合同认定文件进行审核并与合同同步申请盖章

合同及认定文件完成盖章后，科研处于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
政务平台进行申请

申请获批通过后，科研处提供认定文件AVPRO - 5
 Dec 2022



10) 博士后资助项
目申报流程

合作导师将《中国博士后资助项目基本信息和审批表》交至科研处，指定项目
对接人（枢纽/学域行政人员），对接人协助合作导师落实申报环节各项工作

科研处按流程审核《中国博士后资助项目基本信息和审批表》，报分管副校长
同意后，递交至南沙博士后工作站

南沙博士后工作站审核后，安排三方面试（博后站、学校、候选人）

博士后候选人向科研处递交《可行性报告》，审核后交至南沙博士后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组织博士后入站专家评审会，合作导师邀请评审专家

通过专家评审后备齐入站材料，科研处审核并安排签订《博士后联合培养协议》

博士后工作站向广东省人社厅提交申请材料和专家评审报告

获得进站备案证明后，由项目指定对接人（枢纽/学域行政人员）按照附件准备好拟聘人员卷宗后，于钉钉上提交用人登
记；人力资源及学术人事与博士后签订劳动合同；卷宗电子版发科研处、人力资源及学术人事存档，原件送至人力资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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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博士后资助项目
中期考核流程 博士后工作站于中期考核前一个月提醒博士后准备考核材料

博士后根据工作站要求准备出站材料，经合作导师、
科研处审核同意后，交由博士后工作站进行形式审查

出站材料审查通过后，由博士后工作站组织出站专家
评审会，评审专家由博士后工作站、学校邀请

通过专家评审后，博士后在中国博士后网填报出站申
请，并做好广州市博士后出站备查手续

获得出站审批证明后，博士后向人力资源处提出离职申
请，人力资源处按流程办理离职手续

评审会由博士后汇报项目情况，合作导师进行补充介
绍，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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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博士后资助项
目结题流程 博士后工作站于项目到期前一个月提醒博士后做好出站准备，

博士后根据项目进站情况，提出出站申请或延期出站申请

博士后根据工作站要求准备出站材料，经合作导师、
科研处审核同意后，交由博士后工作站进行形式审查

出站材料审查通过后，由博士后工作站组织出站专家
评审会，评审专家由博士后工作站、学校邀请

通过专家评审后，博士后在中国博士后网填报出站申
请，并做好广州市博士后出站备查手续

获得出站审批证明后，博士后向人力资源处提出离职申
请，人力资源处按流程办理离职手续

收到出站提醒后10个工作日内，提
出延期出站的书面申请

申请材料经合作导师、科研处审核同
意后，交由博士后工作站进行审批

博士后工作站审批通过后，将申请
报送上级部门，并在中国博士后网

系统上办理延期出站手续

获得延期审批证明后，博士后向人
力资源处申请办理劳动合同续签

博士后工作站在项目到期前一个月
提醒博士后做好出站准备

评审会由博士后汇报项目情况，合作导师进行补充介
绍，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

出站 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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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点击“加入学术及技术或组织申请”，按照要求填写入会信息，
填写完成后提交学域主管审批

学域主管审批通过后提交枢纽主管审批

枢纽主管审批后，点击提交，由财务部门审核入会费用预算来源

财务部门审批通过后提交至科研处经办人审核

科研处经办人审核无误后提交科研处主管审核

科研处主管审核通过后提交分管副校长审核
分管副校长审核通过后审批完成

登录钉钉，点击钉钉“OA审批”，选择“科研事务管理”板块13）申请加入学术及技术协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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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合作协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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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联合申报协议模板 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国际科技合作专题合作协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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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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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科技计划合作协议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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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横向科研项目合同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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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服务合同模板

• 技术咨询合同模板

• 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模板

• 技术合同认定证明模板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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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科研管理 Q&A 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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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研服务系统发布

9.1 科研处官方网站

9.2 科研项目申报系统

9.3 科研诚信培训

9.4 原创性审查系统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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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科研服务系统发布

72

科研项目内审系统

实现科研项目申报的线上全流

程审批，包括研究项目基本信

息和审批表、申报书、合作协

议、其他附件资料的线上内审。

科研伦理培训

为涉及科研活动的人员提供专业

指导，提高科研诚信与伦理意识，

让科研人员规范地开展科研活动。

原创性审查系统

是大学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供论文查重服务，提高

论文的发布质量和效率，鼓励科

研人员实现科技创新。

科研处网站

 科研处消息发布的官方渠道

 项目申报信息的数据中心

 提供科研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https://rd.hkust-gz.edu.cn/ https://rpir.hkust-gz.edu.cn/ https://about.citi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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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科研处官方网站

73

地址：research department (hkust-gz.edu.cn)
• 科研处消息发布的官方渠道
• 项目申报信息的数据中心
• 提供科研服务的综合性平台

包含六大功能模块：科研项目与奖项、
规范流程与政策、表格与填写模板、通
知通告、培训活动、科研服务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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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科研项目内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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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研项目内审系统网址：https://rpir.hkust-gz.edu.cn/

系统操作手册：RD Shar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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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科研诚信培训

75

学校指定Collaborative Institutional Training Initiative (CITI) 
课程作为我校的科研诚信培训的标准课程。

本课程的完成情况将作为我校科研人员在开展科研活动、
承担科研项目、人事续约等方面的重要考量。

涉及人员有：长聘制教职工、研究制教职工、研究助理、
博士后、访问学者（访问时间超过一年）、研究生、以及
所有可能涉及科研工作的校内人员。

从2023年1月1日开始，科研处将在项目申报时检查本课程
的完成情况，没完成或没通过考试的科研人员将面临无法
承担科研项目的可能。

具体规定请参考科研处官网的相关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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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原创性审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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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enticate

是 Turnitin 公司开发的全球最权威的论文原创性检测工具，有
着世界上最大的文献对比数据库。
可以完成论文的原创性检查并生成查重报告，能够检查出抄袭、
自我抄袭、不当引用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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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科研处联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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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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