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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620162016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全面落实《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促进与国

际社会开展持久、广泛、深入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提升科技发

展国际化水平，按照《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要求，以深入实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

略为重点，于 2016年启动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以

下简称本专项）项目征集。

一、总体目标

本专项作为我国与国际社会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科技创新交

流与合作的引领性、旗帜性、开放性专项，实施的总体目标包括：

——支撑国家“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实施，更好发挥科技

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服务各地方各部门的重大国际合作需求，更好提升对国

际创新资源集聚和辐射能力。

——加强各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平台建设，更好完善全球

创新合作网络。

——创造更多中长期合作研究机会，更好促进科技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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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

——推动科技创新合作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更好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促进企业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完善创新、

创业的国际化环境。

二、实施方式

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多目标、多领域、多渠道、多任务类

型、开放和协作的特点。本专项将坚持“全球视野、开放合作、

聚焦重点、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根据不同重点任务有步骤地

分类部署实施。

2016年度项目将以落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

作专项规划》等为重点，围绕联合研发与示范、国家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与平台、科技创新国际化环境三个方面部署任务。同时，

结合以上任务支持开展科技人文交流。

（一）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

1.1.1.1. 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

2016年，结合各行业和部门提出的重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需

求，支持中外机构合作实施先进技术适用性研发和示范应用项目。

发挥我国的比较技术优势，支持开展合作研究和先进适用技术的

应用示范，通过实施联合研发重点解决相关技术在“一带一路”

国家的适用性问题以及各部门、各地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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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解决的科技难题，促进技术、产品走出去，实现互利共赢。拟

支持项目数量预计 40项左右。

2.2.2.2. 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

此类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择优支持。可牵头申报的中方

机构需符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报单位规定。

外方合作机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企业、高校

和科研机构，或有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其他国家（地区）

的相关机构。

3.3.3.3. 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

申报时应结合重点领域重大技术合作需求提出系统性合作

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合作意义；

——合作重点内容（结合具体领域方向要求提出拟共同解决

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合作方式与技术路线等）；

——预期成果；

——前期合作基础；

——合作可行性。

2016年度支持农业、能源、交通、信息通信、资源、环境、

海洋、先进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城镇化发展、医药健康、

防灾减灾等 13个领域的联合研发与示范。各领域中符合以下方

向的项目优先重点支持。对于其他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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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合作的重点领域方向，也可申报。

农业领域。

（1）特色农业种植技术和适用农机装备的联合开发与应用

示范。

支持形成合作国急需的、切实适应相关国家国情的、有大面

积应用前景的特色农业种植技术和农机装备。

考核指标：

——实现 1项以上特色农业种植技术和对应适用农机装备的

开发合作和应用验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系统并完

成部署；

——专利、技术标准（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

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2）特色作物新品种选育合作研究。

支持研究适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的农（林）作物种

质创新、基因挖掘、育种技术、新品种选育等方面的适应性关键

问题。

考核指标：

——联合创制优异新种质 100份，培育一批适应“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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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生产特点的优良品种；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示范验证；

——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

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 1个以上品种在沿线国家的种植推广，项目实施后

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3）农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技术联合研究。

支持重大有害生物预警和防控技术研究，形成切实适应合作

方国情的、有大范围应用前景的技术。

考核指标：

——绿色防控技术和装备的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

国家需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监测预警平台；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4）新型兽药创制联合研究。

针对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发疫情合作开展新型兽

药研究。

考核指标：

——基于特定畜禽开展研发合作，开发 1种以上合作各方需

要二类以上新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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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完成相关药品的安

全性评价；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能源领域。

（5）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研发和示范合作。

支持在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或水能方面研究开发合作国

急需的、切实适应相关国家国情的、有未来发展应用前景的技术

和装备。

考核指标：

——实现 1项以上新能源技术和配套装备的开发合作和应用

验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系统并完

成部署；

——专利、技术标准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6）跨境智能电网监测调度技术联合研究。

重点支持跨境大型电网一体化调度运行，合作研究跨境电网

智能调度与安全预警关键技术，境外并网电网安全风险前瞻预警

技术，电网系统保护协同技术等。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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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跨境调度和预警的关键信息互联互通解决方案。应

用推广前景良好；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研发 1套具有高可扩展、

高性能的统一调控支撑平台原型系统；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达到预

期目标。

交通领域。

（7）适应泛欧亚互联互通需求的高速动车组及其运行安全

保障技术的合作研究。

支持开展泛欧亚互联互通需求高速动车组设计技术需求研

究。重点研究供电、列车调度控制、列车通信和列车系统运营维

护等方面互联互通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发适用于不同国家供电、

列调、通信及运营维护系统互联互通的关键技术；

——合作研发 1套原型实验系统；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8）恶劣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建养技术与装备研究合作。

支持开展水运、公路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脆弱性分析，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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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梁安全保障装备的国际合作开发研究。

考核指标：

——合作完成我国和“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水运、公路等交

通运输基础设施脆弱性比较分析，恶劣环境下交通基础设施建养

技术指南；

——合作完成适应“一带一路”沿线特定国家特点的公路桥

梁安全保障装备原型 1套以上，并在合作国开展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9）特大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构建与关键技术合作。

本方向重点支持研发符合“一带一路”沿线特定国家需求，

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特大城市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考核指标：

——成套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符合城市交通需求；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

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10）国际化绿色港口枢纽关键支撑系统及重要装备联合研

发，合作研究先进物流、跨国多式联运支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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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向支持瞄准国际先进的港口节能减排、多式联运等技术

与相关装备，通过合作提升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型国

际化枢纽港的绿色高效联运的水平。

考核指标：

——完整节能减排等相关装备 2套以上并开展应用验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定港口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

示范系统；

——联合完成绿色多式联运等国际标准与技术 3项以上，形

成改进技术、标准和指南 3项以上；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信息通信领域。

（11）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平台联合创新研发合作。

本方向支持合作研发形成合作国急需的、切实适应相关国家

国情和地域特点的配套技术和平台。

考核指标：

——原型系统（产品）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网

络基础设施需要和用户群体需要；

——研发出适应性软硬件设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

建 1套以上的应用系统并完成部署；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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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12）应急通信系统构建及快速高效组网技术联合研究。

针对跨境地质复杂区重大突发灾害应急通信的需求，合作研

究多通信技术融合应急无线通信与快速组网框架；建立适合国际

互联互通多种通信网络技术融合的应急通信标准体系；研发适应

能力强、集成度高、经济性好、支持多语种界面的融合应急通信

终端；开展系统的应用示范。本方向要求有国内通信运营商或通

信设备制造企业参与。

考核指标：

——研制不少于 3种通信模式的应急通信一体化终端设备、

中继设备；

——在合作国和我国实现多网络互通，实现对语音、数据、

视频业务的多语种支持。

——专利、通信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等科技合作

产出丰富。

（13）高性能网络安全关键技术与产品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定行业应用的网络

安全关键技术与产品，主要保护数据中心及路由和交换系统、域

名服务系统，开发入侵检测系统，网络监测管理系统，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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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数据库等，研制原型样机，建立大规模的试验床进行验证

并开展应用示范。本方向要求有国内企业参与。

考核指标：

——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定行业需求，研制完成原

型样机，建成大规模的试验床进行验证；

——在合作国建立 1套示范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

——提出互联互通安全技术体系结构和协议，有效防范已知

和潜在的攻击，兼容现有相关国际标准，提出新的国际（行业）

标准；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14）新一代移动无线通信网络系统及关键设备联合研发。

着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和自然社会环境，

研究面向互联网+的新一代移动无线通信网络架构和原型系统关

键设备，实现环境综合感知及网络资源动态资源调配，推动开展

应用验证。本方向要求有国内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参与。

考核指标：

——选择至少一种行业应用，在国内和合作方国内完成面向

互联网+的无线移动通信关键设备研发，满足行业应用系统定制

需求；

——完成新型无线移动通信原型系统及关键设备的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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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验证；

——积极共同参与 IETF/IEEE等国际标准组织，完成至少 2

项标准立项。

（15）高端民用雷达关键技术合作。

本方向支持开展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航运、气

象等特定应用的高端民用雷达合作开发。

考核指标：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

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原型成套设备；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资源领域。

（16）资源勘探关键技术与装备合作研究。

支持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深部资源勘查开发关键技术和

装备联合研究。

考核指标：

——选择特定矿产资源或油气资源开展合作，技术、装备功

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原型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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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 1项以上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17）岩石矿物微区实验测试关键技术联合研究。

支持合作研发矿物岩石微区元素、同位素、矿物结构及流体

包裹体实验测试等关键技术、标准物质、数据标准化方法和程序，

并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

——构建 2种以上适合“一带一路”国家特点且高效快捷的

高精度矿物岩石微区成分和结构分析技术方法体系，合作研制 3

个以上系列微区实验测试标准物质。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1项以上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18）岩心钻探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合作。

支持联合研发适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点的岩心钻探关

键技术及装备，包括自动化岩心钻机、高强度钻探管材、各种复

杂条件下的取心钻具、井底动力钻具、护壁技术、孔内测量及事

故处理与预防等工艺器具等。

考核指标：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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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原型成套设备）；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环境领域。

（19）荒漠化快速高效治理技术合作研究。

支持针对固定沙丘活化、流沙危害严重等问题，研发适合“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类型流沙快速固定技术、飞播和封育促进

植被快速恢复技术等，并开展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

——合作研发适合合作国家需要的流沙快速固定技术、飞播

和封育促进植被快速恢复技术各 1项以上，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1项以上的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

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社会效益

显著。

（20）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术的国际应用示范。

支持形成合作国节能减排急需的、切实适应相关国家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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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重大应用前景的配套技术和平台。

考核指标：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

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原型成套设备）；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

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21）低阶煤清洁转化利用技术联合研究。

支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在低阶煤清洁转化技术和

装备方面开展研发合作。

考核指标：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

用推广前景良好；

——完成原型机研发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1项以

上的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

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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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效益显著。

（22）“一带一路”沿线重大环境事件监测预警应急系统合

作开发。

支持合作研究“一带一路”重大环境或地质问题监测预警应

急系统,形成配套合作网络。

考核指标：

——监测预警应急系统应涵盖不少于 3个大洲，20个国家的

应急监测点位；

——完成系统部署并开展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地语种

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海洋领域。

（23）深远海养殖平台与渔业资源开发技术合作。

支持同有关国家合作开展深远海养殖平台关键技术研发，研

究适应特定海域的抗强风和高效移动躲避技术，开展渔业资源开

发技术合作。

考核指标：

——合作开发出具备长期自主运行能力的深远海养殖平台、

深水养殖系统和智能管理运维系统原型系统；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海域开展 1项以上的应用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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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标准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

（24）海洋环境和海洋灾害监测预警及其应急保障系统关键

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支持同“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合作调查入海污染

物质输入、迁移、转化及归宿，开展海洋生态环境影响与海洋灾

害的响应与机制研究；建立海洋环境要素实时观测系统，开展海

洋环境生态灾害（如赤潮、低氧等）的早期识别和快速预警。

考核指标：

——力争联合完成 1个航次；

——选择 2个以上典型海域开展相关研究，并同合作方公开

联合发布研究报告；

——完成对海洋环境要素实时观测系统应用验证。

先进制造领域。

（25）特种用途智能机器人研发合作。

本方向支持合作研究应用于紧急救援、场景勘察等的智能机

器人，解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适用性问题。

考核指标：

——机器人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具备高

通过性和仿生灵巧作业功能，能替代救援人员实现初步救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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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短距离通讯与自组网能力；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 1项以上的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26）检测装备及其关键核心零部件工艺技术合作。

本方向支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工程需要的高精度基础部

件设计、制造工艺，以及高精度传感技术研究，形成可支撑高端

精密制造的成套系统测量方法与装备。

考核指标：

——完成原型系统开发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应用验

证，测量范围和分辨率等满足设备、工程需要；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新材料领域。

（27）重点基础材料制备关键技术和工艺合作研究。

支持开展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工程需要的大规模、低成本

制备特殊钢的关键技术及应用的联合研发。本方向申报单位中应

有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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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技术和工艺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用推广前景

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1项以上的应用示范；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达到预期目标；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28）生物医用材料制备技术和产品联合研发。

支持纳米生物材料、医用高分子高值耗材或医用级原材料研

发，满足“一带一路”国家相关行业需求。本方向申报单位中应

有企业参与。

考核指标：

——技术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应用实验，达到临床前条件；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航空航天领域。

（29）北斗与格拉纳斯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联合应用开发与

示范。

支持开展北斗与格拉纳斯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联合应用系

统开发，实现在“一带一路”国家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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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

用推广前景良好；

——选择特定应用行业，研发出系列成套原型设备，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城镇化发展领域。

（30）城市地下空间与资源协同利用与改造联合研究。

支持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地下空间资源规划体系，

促进城市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技术应用及示范，推进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的信息化管理及示范。

考核指标：

——合作完成 5个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典型城市地下

空间资源普查报告；

——完成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技术导则报告；

——合作完成城市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和城市地下空间信

息系统技术示范 1项。

医药健康领域。

（31）小型诊疗和移动式医疗服务装备与远程诊疗技术服务

系统联合开发和应用示范。

本方向支持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急需的、切实适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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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国情的小型医疗集群配套技术和平台。

考核指标：

——技术平台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

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研发出系列成套原型设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

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

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32）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合作研究及中医药研发技术应用

示范。

本方向主要支持针对神经精神性疾病、肿瘤等中医药防治有

特色的病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临床、基础一体化的

合作研究和应用。

考核指标：

——提供 1种以上适合合作国家需要的中医药干预疗法和产

品，重点解决疗法和药品在当地的适用性问题；

——获得合作国监管部门批准开展临床试验 1项以上；

——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告（包括当

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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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高效无创出生缺陷早期筛查、检测及诊断新技术合作

研究。

支持适合不同地区和国家（气候环境）的高效无创伤出生缺

陷早期筛查、检测及诊断新技术。合作方应包括人口基数较大的

发展中国家。

考核指标：

——完成适应沿线特定国家和地区（气候环境）的 2种以上

新技术，灵敏度和特异度高；

——获得合作国监管部门批准开展临床实验 1项以上；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34）跨国跨区域协同人、畜传染性疾病预防监控技术合作。

支持跨国跨区域人畜共患传染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开展高

效检测和诊断技术以及干预措施研发。

考核指标：

——针对特定传染病掌握流行状况和趋势，与合作方共同发

布相关研究报告；

——开发高效检测和诊断工具 1套以上并在合作国开展实验验证；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

防灾减灾领域。

（35）桥涵隧道及港口航道等交通基础设施防灾减灾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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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合作研究。

在桥涵水道及港口航道等交通运输涉水领域，同有需求的

“一带一路”国家合作开展防灾减灾理论、技术、方法和装备研

究，在风暴潮浪、海啸等因素下提升港口减灾能力。

考核指标：

——合作开发符合“一带一路”国家特定港口特点的港口防

浪、海岸防护、桥墩防冲防撞等相关装备 3套以上，并开展实验

验证；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36）灾后恢复重建技术合作研发、应用与示范。

本方向支持形成合作国急需、切实适应相关国家国情、具有

重大应用前景的灾后恢复配套技术和平台。

考核标准：

——灾后恢复重建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

国家需要，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

4.4.4.4. 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

项目评审时重点考察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期合作

基础和合作的互补性；合作内容与方式的可行性；研究内容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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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案、任务设置和中外方任务分工

的系统性与合理性；申请单位与中外方团队的研究能力、水平与

国际合作能力等。

项目完成应达到指南规定的考核标准。

（二）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平台项目

1.1.1.1. 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

2016年，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平台项目按照合作研究

和联合实验室两类实施。

（1）合作研究类

支持面向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重大科技需求开展合作研究

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应用示范。拓展所在领域科技创新合作网络，

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海外联合研究平台建设发展，更

好发挥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2016年度拟支

持 25个左右的项目。

（2）联合实验室类

结合重大科技需求，按照中外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已经批准共

建的联合研究平台的建设要求，通过开展高水平合作研究，实现

现有联合研究平台的快速发展，产生一批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科

研创新成果。2016年度拟支持 5个左右的项目。

2.2.2.2. 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

——合作研究类项目：中方牵头机构应为国际创新园、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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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示范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

四类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外方合作机构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或有意

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其他国家（地区）的一流研发机构和顶

尖人才团队所在机构。鼓励牵头申报的国合基地联合国内其他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申报。

——联合实验室类项目：中外方合作机构须为中外政府科技

主管部门批准共建的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平台

等协议中确定的单位（申报时请附协议复印件及双方政府科技主

管部门批准共建相关证明材料）。

3.3.3.3. 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

（1）合作研究类

申报时，国合基地应结合发展和建设目标，按照“一带一路”

建设科技创新合作的有关领域和方向自主确定合作研发和示范应

用内容，提出系统性合作方案。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合作意义；

——合作重点内容（拟共同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拟采取的合作

方式与技术路线等）；

——预期成果；

——前期合作基础；

——合作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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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范阶段重点在国（境）外合作实施。项目执行期一般

为 3年。

（2）联合实验室类

申报时，联合研究平台应依据协议在农业、能源、交通、信

息通信、资源、环境、海洋、先进制造、新材料、航空航天、医

药健康、防灾减灾等领域，与国（境）外合作单外共同确定系列

合作方向，由参与合作各方共同提出联合研究方案，开展高水平

合作研究。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

——开展合作的背景及意义；

——项目功能定位；

——现有合作基础与优势；

——合作研究思路与目标（应结合联合研究平台近、中期发

展规划）；

——3年内拟开展的重要合作研发内容和预期目标；

——各方提供的配套条件和具体合作方式；

——项目组织实施机制与保障措施等。

4.4.4.4. 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评审要求与考核方式

（1）合作研究类

项目评审时重点考察开展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期合作

基础和合作的互补性；对国合基地发展的独特作用；合作内容与

方式的可行性；研究内容的适用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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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设置和中外方任务分工的系统性与合理性；合作研究预期成

果引领和示范作用；申请单位与中外方团队的研究能力、水平与

国际合作能力等。

项目完成的考核标准如下：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

用推广前景良好；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 1套以上的应用示范系统

（原型成套设备）；

——专利、技术标准、高水平合作论文、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包括当地语种和小语种版本）等科技合作产出丰富，达到预

期目标；

——实现重大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

和社会效益显著。

（2）联合实验室类

项目评审时重点考察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前期合作基础

和合作的互补性；研究内容的全面性、适用性、创新性；合作研

究预期成果引领和示范作用；项目实施可行性；中外合作外方任

务分工的系统性、科学性、合理性；申请单位与中外方团队的研

究能力、水平与国际合作能力等。

项目完成的考核标准如下：

——对相关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引领带动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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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内开展的重要合作任务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

——中方负责人和外方牵头人发挥关键作用，人才交流与人

才国际化培养成效显著，管理和研究团队健全；

——代表性科研成果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示范效应明显。

（三）科技创新国际化环境项目

1.1.1.1. 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任务目标

由中方机构牵头，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面临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或各方关注的跨国性科技问题等，

在国际或区域性科技组织、国际或区域性标准组织框架下，同国

（境）外机构开展合作研发，促进中方参与单位在相关国际组织

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升我国在科技领域参与全球治理层次和水平。

2016年拟支持 10个项目左右。

2.2.2.2. 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申报主体与合作对象

此类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可牵头申报的中方机构应具有较强研发能力和国际合作能

力，有较好的参与国际性（区域性）科技组织或相关领域国际性

（区域性）标准组织工作基础,符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请条件。

外方合作机构为：可参与国际性（区域性）科技组织或相关

领域国际性（区域性）标准组织工作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境）

外机构。

鼓励中、外方合作机构提供配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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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任务内容与申报要求

在生态环境、能源安全、人口健康、粮食安全、自然灾害、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信息通信、装备产能、综合交通、极地海

洋、技术标准等领域，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面临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或各方关注的跨国性科技问题开展

研发合作与科技交流。

申报时应结合重点领域重点任务由合作各方共同提出合作

方案并附相应证明材料。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设立的背景及意义；

——目标和定位；

——国际科技（标准）组织现状和我国参与情况；

——现有优势和不足；

——重点合作内容（包括拟共同解决的主要问题）；

——预期成果；

——合作可行性等。

4.4.4.4. 评审考核方式评审考核方式评审考核方式评审考核方式

项目评审时重点考察项目设立的战略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实施方式的可行性；开展合作可发挥的独特作用；任务设置的合

理性与系统性；合作内容的全面性、创新性、适用性；团队整体

水平及人员构成、国际合作能力、各方分工的合理性等。

项目完成的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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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过程中各方科研人员交流互动积极，中方科研人员

参与国际组织工作深度和广度明显加强，到国际组织任职（借调）

工作岗位数量实现提升；

——与国际组织共同组织了相关领域（方向）的重要国际性

科技交流活动；

——项目实施后效果显著，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得到明

显提升；

——在主导（起草）国际技术标准（建议/操作指南）等方面

获得重大突破；

——项目执行期内以国际组织名义发布高水平合作研究报

告 2项以上；

——在相关决议中提出的案文（议题/建议/草案）等获得广

泛认可和引用。

三、关于项目申报的其他要求

1. 项目申报基本流程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要求一致。申报单

位根据方案内容以项目形式组织申报，项目不下设任务（或课题）。

市场调研（如产品准入机制、产品注册），成熟技术、产品产业化

或市场推广类项目以及纯设备购置、软课题研究或基础建设类项

目不属于本专项的支持范畴。

2. 为了促进服务特定研发目标的中长期国际科技人才特别

是青年科技人才的交流与合作，项目申报单位申报联合研发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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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项目、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平台项目、科技创新国际化

环境项目时均应在项目申报书附件中提出开展科技人文交流的任

务建议。在具体操作上，牵头单位应结合所申报项目预期目标和

实际需求提出一定数量的研究岗位供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学

家、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到承担单位开展为期 6个

月到 1年的合作研究。附件内容包括：拟设定岗位说明、岗位数

量、在华研究时间、人员要求、研究目标和预期成果等。

——获得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支持的牵头单位项目执行期

内提供不少于 5个研究岗位；

——获得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平台项目支持的牵头

单位每年提供不少于 3个研究岗位；

——科技创新国际化环境项目支持的牵头单位每年提供不

少于 5个研究岗位。

3. 考虑到经费限制，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确定的重点方向和

对应研究内容，在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与平台项目、科技创

新国际化环境项目中不再重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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