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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2019年度

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申报指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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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更

好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围绕重大国际合作需求，更好推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流

动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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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项目以落实“‘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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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按照《“十三五”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等任务部署，通过开展国

际科技创新合作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首批部署联合研发与示

范方面任务。

1. 任务目标

——聚焦“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关键

共性技术问题，加强合作研究与技术示范。在优势互补基础上开

展协同创新，加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发挥我国的比较技术优势，

通过联合研发重点解决相关技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适用性

问题，支持开展技术示范和推广应用，促进适用技术转移和成果

转化。

——面向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和重要经济体开展前沿研发

合作，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对接“互联网+”行动、国家大数据

战略等框架下的国际合作需求，推动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落地。

2. 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

2019年度在以下重点领域：农业，新农村、城镇化及城市发

展，信息技术，能源，地球观测与导航，新材料，先进制造，交

通运输，资源，环境，海洋与极地，生物技术，人口与健康，公

共安全等，部署 30个优先研究方向（见附表）。

以上重点领域中，对在其他符合指南任务目标，能够有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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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国际创新资源、服务国家重大发展需求方向上申报的项目，一

并受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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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在本领域（行业）

开展国际合作方面应具有独特优势，与国外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

定合作关系。指南要求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有明确应用验证

（应用示范）任务的项目，中方牵头申报单位应单独或合作拥有

相关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应提供证明材料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外方合作机构为：符合本专项申报条件、有意参与合作的所

有国家（地区）相关机构，在相关学术或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国

际影响力。

4. 合作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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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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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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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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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重点方向项目完成应达到指南附表规定的考核指标。

其他方向项目完成时应满足以下考核标准。

——技术、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先进，应用推广前景

良好；

——合作构建有应用示范系统（原型成套设备）或开展了试

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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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重大成果的转移/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会效益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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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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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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合作内容和方式应符合我国及外方合作机构所在国

家（地区）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人类遗传资源、种质资源等

方面合作的，须事先履行国内有关审批手续。

3. 项目实施期一般为 3年。

附：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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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

1. 农业领域

1.1开放海域养殖设施高海况潜降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合作研究

本方向支持具有全球发展趋势和共性需求，适配开放海域特征条件，以潜降躲避

高海况波浪能为安全保障路径的养殖装备构建方法、系泊方式、材料工艺和远程遥控

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研究。

考核指标：

——研发 2-3套可潜降躲避开放海域高海况波浪能的养殖装备样机；

——实现远离大陆岸线布设养殖装备潜降的远程遥控和网络化操控。

本方向鼓励国内外产学研联合申报。

1.2环境胁迫下粮油保质减损关键技术和装备合作研究与示范

为保障区域粮食生产和进出口安全，支持开展环境胁迫下粮油产后保质减损机

理、技术和装备、规范与管理等领域研究，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交流、合

作与发展。

考核指标：

——与 “一带一路”沿线 2-3个国家的产学研机构合作开展研究；

——研发适用于环境胁迫下的粮油保质保鲜的工艺技术 2-3套，并进行示范应用；

——研发适用于环境胁迫下粮食收购整理、干燥保质和分级储藏利用技术与装备

2-3套，并进行示范应用。

本方向鼓励国内外产学研联合申报。

2. 新农村、城镇化及城市发展领域

2.1“一带一路”典型国家绿色建筑技术标准、评价模式与实施机制研究及示范

支持结合中国国家标准与“一带一路”典型国家需求特点，开展国际化绿色建筑

技术标准研究，适用于双边或多边的绿色建筑评价认证工作模式研究，与技术标准及

评价模式相配套的绿色建筑市场推广模式及政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与人才交流等项

目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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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完成以提升建筑质量、实现绿色发展为双目标的国际化绿色建筑技术标准 1

项以上；

——构建 1套双边或多边绿色建筑评价认证工作模式；

——建立 1套绿色建筑市场推广及政策实施建议；

——完成 2项以上国际示范项目；

——开展绿色建筑国际交流与研讨会议 2次以上。

2.2“一带一路”典型国家城市智慧能源网络协同能量管理与运行优化技术研究及

示范

支持开展基于多场景多能流的城市能源网络集成仿真与优化模型研究，城市能源

网络的分级规划理论、优化方案、能量协同管理与调度策略研究，包含多维度、多层

次、多场景的城市能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研究，智慧城市的跨境能源互联技术

方案与管理体系研究等。

考核指标：

——建立新型城市能源网络集成方案，开发多网集成建模与仿真原型系统；

——构建多能流综合能量管理与优化运行指标体系；

——研发城市智慧能源网络综合能量管理原型系统，涵盖 3种以上能源链，实现

10个以上能量子系统的协同互动；

——开展 1项以上国际示范工程，总能耗降低 30%以上。

3. 信息技术领域

3.1面向IPv6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

本方向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IPv6网络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技术研究, 重

点开展网络主动探测、网络被动流量测量分析、IPv6国际网间威胁溯源等合作研究。

考核指标:

——至少有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并有法学研究人员参与；

——具有100Gbps的 IPv6流量测量能力，支持10种以上IPv6加密应用流量的

分类，能够识别VPN加密流量；

——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需求,研制完成原型样机,建成大规模的试验

床进行验证；

——在合作国家建立1套示范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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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面向IPv6网络的国际治理决策新规则,兼容现有的国际规则；

——实现成果在沿线国家的转移和转化,项目实施后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3.2大规模智能机物无线组网与可信管控技术研究

本方向支持大规模智能机器和物理设备之间、人机物之间的实时交互、智能互联

与可靠管控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开展实时交互与智能互联的无线组网模型或管

控体系框架，控制驱动的低时延高可靠连接技术，多域融合资源协同管理和控制，安

全可靠无线接入机制合作研究。

考核指标：

——选择至少一种行业应用背景，开展大规模智能机物的组网理论与原型系统研

究，满足应用协同需求；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合作国家开展示范应用至少1项，实现成果在沿

线国家进行转移和转化,项目实施后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3基于量子密钥的物联网安全体系和关键技术研究

本方向支持面向未来量子信息时代的物联网安全体系研究，合作研究智能终端运

行环境的安全可信机制，涵盖物联网智能终端及组网环境下基于量子密钥的安全体系

及关键支撑技术。

考核指标：

——构建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物联网安全防护体系，合作完成基于量子密钥的新

型物联网架构、协议、接口、机制等研究；

——设计内嵌量子密钥服务的智能终端设备模型，实现量子密钥的边缘侧分发与

移动化应用；

——以后量子密码算法为基础，合作完成抗量子计算硬件密码模块和可信计算技

术体系研究；

——建立以物理不可克隆硬件指纹为基础的物联网智能设备轻量级信任体系，同

时满足智能设备场景对低功耗、可用性和实时性的要求;

——合作输出一批核心专利和高水平学术论文；

——参与ISO/IEC、IEEE/IETF等国际标准组织，完成至少1项标准提案。

4. 能源领域

4.1超高温气冷堆多联产一体化应用关键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支持联合研发具有高安全性、多用途的超高温气冷堆先进核能系统，为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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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化工等行业提供“热—电—氢”多联产一体化应用技术，重点开展相关的核安全

标准体系、总体技术方案和关键核心设备的研究。

考核指标：

——联合提出适用于钢铁冶炼、石油化工等行业的“热—电—氢”多联产一体化

应用技术总体设计方案；

——联合提出适用于具有高安全性的超高温气冷堆的核安全标准体系，并开发核

安全技术标准（建议）2项以上；

——合作完成超高温气冷堆“热-电-氢”多联产系统与钢铁、化工行业耦合的技

术经济性分析；

——合作完成超高温气冷堆工艺热利用、制氢等关键设备原型样机研制。

4.2中亚地区超深层油气地震勘探关键技术合作研发与应用

合作研究中亚地区埋深8000-10000米盐下目的层低信噪比地震数据采集、超深

层资料处理及解释等关键技术，提升超深层地球物理技术能力，扩展和储备超深层油

气勘探领域技术，推动中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深层油气的有效勘探开发。

考核指标：

——合作实现2项超深层地震勘探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基于

稀疏变换的超深层盐下目标高精度三维地震采集技术，超深层盐下弱信息增强及高精

度三维地震成像技术；

——完成中亚地区盐下超深层二维地震攻关试验100千米，设计与实施超深层三

维地震100平方千米以上；

——发现和储备盐下超深层油气勘探目标2个以上；

——为中国与中亚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合作提供物探

技术和成果支撑。

5. 地球观测与导航

5.1面向一带一路区域的定量遥感基础共性产品协同处理与联合验证关键技术

研究面向定量化特征和长时间序列的光谱数据处理和境外遥感信息智能化提取

技术，实现一带一路区域多源定量产品一体化组织及标准产品生产，为一带一路空间

信息服务实施提供高可靠、高精度的遥感产品。

考核指标：

——至少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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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一带一路区域时间序列数据产品和全球地表典型要素产品数据集，建立

1个PB级日生产能力的遥感共性产品示范系统；

——研发一带一路区域综合地球观测系统数据处理平台和共享服务平台，可查询

的数据达到1000万条以上，服务用户1万个以上；

——开展遥感共性与专题产品的检验，包括陆表、大气、水体、植被等8种以上

产品的联合验证；

——形成一带一路区域遥感监测与评估报告。

5.2森林资源激光雷达遥感动态监测与蓄积量估测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森林资源实际调查既有方法效率低的问题，通

过国际合作重点联合研究大空间尺度多维森林资源以激光雷达为核心的遥感动态监

测、蓄积量估测及森林规划应用等技术。

考核指标：

——至少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

——国际合作双方应有长期的合作基础，国内、国外双方优势互补；

——国际合作双方具备至少400个森林样地精细测量的历史数据，并在项目实施

过程中新增至少200个森林样地的三维精细测量。

6. 新材料领域

6.1金属复合材料设计与制备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主要支持金属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表征与检测技术，联合研究金属

复合材料及其产品的成分设计、冶金行为、强化机理、精密制造。

考核指标：

——设计出新型高强高韧耐热镍基或钛基复合材料成分体系，金属复合材料耐温

能力比基体合金提高100℃以上，主要力学性能提高至基体材料的120%以上；

——突破金属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界面适配、加工制造、表征评价和质量检测

等关键技术，揭示其组织和性能调控机理；

——用增材制造等先进精密成形技术制备出异形复杂薄壁结构件，开发出苛刻服

役环境下使用的高性能复合材料产品，在航空或能源领域开展应用验证。

6.2先进材料表面工程技术合作研发

本方向主要支持表面工程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研发隔热、耐磨、抗氧

化、耐疲劳的涂层材料和制造技术，满足动力和能源装备的重要结构件表面完整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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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考核指标：

——实现表面结构功能一体化设计和精密增量制造，表面处理构件在复杂环境下

长期服役，制定相关工艺规范；

——开发耐热耐磨涂层微观结构和界面特征的先进表征技术，建立表面处理工

艺、组织与性能关系；

——形成先进金属材料关键结构件的表面性能控制能力，支撑高端装备制造示范

工程建设。

7. 先进制造领域

7.1新能源汽车齿轮绿色精密加工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合作项目

目前新能源汽车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变速箱核心部件较传统汽车已发生根本性

变革，现阶段新能源汽车齿轮精密加工装备基本被世界极少企业垄断，急需在成套加

工工艺和装备上实现突破。本方向针对新能源汽车齿轮高转速、低噪音、高效率、高

精度、长寿命特点，攻克齿轮绿色精密加工基础理论，以及滚磨加工工艺协同等核心

关键技术，研制高效绿色滚齿机床、超精密磨齿机床等成套装备，并在新能源汽车变

速箱行业应用。

考核指标：

——基于齿轮绿色加工研究齿轮干切机理及边界条件、机床动态精度调控机理、

机床效率特性等基础理论；

——基于高精高效攻克机床动态力热性能检测与评价、齿轮精密加工全齿面修

形、滚磨加工工艺协同等核心关键技术；

——研制高效绿色滚齿机床、超精密磨齿机等成套装备，并在新能源汽车变速箱

行业企业开展应用；

本方向鼓励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

7.2先进激光制造技术合作

本方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制造领域微电子器件异种材料激光熔钎连接技术的联

合研究和应用。研发激光微连接技术和产品质量管控系统，实现高精度及高重复性微

连接质量，减少表面加工材料使用及后续清洁。

考核指标：

——开发出激光脉冲熔钎连接技术，铜质导电层厚度不大于20微米；实现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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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层与局部金属化树脂基材的微观连接，同时避免对热敏树脂基材造成热损伤；

——结合热力学模拟，对熔点高于1000℃的铜质导电层及玻璃态温度低于400℃

的树脂基材间的温度场、应力场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实现基于计算机精确控制的焊接

质量；

7.3流程工业中关键装备故障诊断与产品质量在线管控关键技术合作

本方向重点支持钢铁、冶金等流程工业领域关键装备故障诊断与产品质量在线管

控的先进技术联合研究和应用示范，解决复杂工业环境下关键装备状态在线监测与故

障诊断、产品质量在线检测与全流程管控等科技难题，研发装备预知性维护管控系统

和产品质量全流程管控系统。

考核指标：

——基于特定生产线进行关键装备故障诊断与产品质量在线管控的关键技术合

作研发；

——开发成套的装备预知性维护管控系统和产品质量全流程管控系统并进行示

范应用验证。

8. 交通运输领域

8.1交通运输基础设施BIM国际标准及全寿命通用平台关键技术研发

本方向支持开展水运、公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开放BIM国际标准制定，以及基于

所研发标准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BIM全寿命通用平台关键技术国际合作开发研究。

考核指标：

——国际合作团队应具有深入合作基础，同2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实质

性合作；

——形成水运等基础设施BIM技术国际标准（建议）至少1项；初期数据或案例

收集至少涵盖5-8个国家；

——提出基于国际标准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全寿命通用平台原型1套；

——在至少3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开展应用验证。

8.2大型港口智能化建设关键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大型港口智能化的设计、建设及升级改

造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合作研究，满足进出港智能调度、智能领航、物流智能管理等智

慧港口功能，并开展智慧港口工程的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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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个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

——智慧港口建设技术和性能指标符合合作国家要求，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突破港口智能感知、调度、物流管理等关键技术，形成智慧港口建设方案，

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域港口开展应用示范。

9. 资源领域

9.1深部热储地震成像建模技术联合研究

本方向支持联合研发深部高温地热体的地震成像与建模技术，以预测深部热储空

间展布和建立高精度热储物性参数模型为目标，研发地震叠前深度偏移成像和叠前属

性反演建模技术系列，为深部地热资源勘查评价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考核指标：

——同地热能勘查开发较为成熟的国家合作；

——在典型高温地热区采集被动源或者主动源三维三分量地震数据100Km²；

——在典型地热区验证技术的可靠性，验证成功率≥70%。

9.2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本方向主要开展地下水功能定位与调控准则，地下水保护与管理制度的顶层设

计，提出地下水管理与保护的总体战略以及重点地区的治理策略和政策措施与建议。

考核指标：

——基于数值模拟的地下含水层亏空评价与可回补性研究；

——提出华北平原地下水适宜水位标准；

——提出基于“点面结合”的自然-人工耦合系统地下水回补技术与方案；

——以超采治理为导向的大尺度、多水源联合调度技术研究；

——综合性地下水技术与回补方案。

10. 环境领域

10.1跨区域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比较与应用研究

本方向针对钢铁、纺织等重污染行业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物排放严重等问题，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跨区域合作，研究典型行业国际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开展各国典型行业清洁生产水平评价和潜力分析，通过先进适用清洁生产技术

评估、筛选和推荐，在典型国家进行示范，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行业整体清洁

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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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同3个以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跨区域合作，其中应包括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至少各1个国家；

——建立典型重污染行业国际清洁生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1套；

——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污染行业清洁生产技术需求清单1项；

——在不少于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1项以上的应用示范；

应有国内富有国际科技合作经验的科研院所、企业、“一带一路”技术转移中心

参与。

10.2跨国界河流流域突发事件应急与风险管控联合研究

本研究方向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国家中涉及跨国界河流的国家机构在跨国界河

流流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成套技术、应急调度技术、环境风险管控关键适用技术

和决策平台、以及应急装备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并完成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

——形成跨国界河流流域应急处置技术体系、环境风险源识别与管理技术体系

等，完成不少于2套便携式应急装备，同时，技术、装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应用推

广前景良好；

——提交国家政策建议不少于1份；

——建设跨国界河流流域环境风险防控智能化综合管理平台应不少于2个，涉及

不少于3个国家；

——完成技术体系与平台的融合并在1个以上合作国家开展应用示范或实战演

练。

11. 生物技术领域

11.1人类表型组测量技术及表型数据跨尺度关联研究

本方向支持合作研究适合当地的人类表型测量技术和操作规范；共同合作研究基

于标准的人类表型组的跨尺度关联计算方法；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示范。

考核指标：

——开发适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成套人类表型精密测量技术和跨尺度关联

计算方法；

——技术平台装备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宜合作国家需要，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人类表型测量技术在不少于10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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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新一代肿瘤预防疫苗的机制解析和孵化推广的合作研究

本方向主要支持采用新兴的结构疫苗学研制的新一代肿瘤预防疫苗的机制研究

和国际推广，阐明疫苗诱导广谱保护的体内免疫学机理，探索多联多价疫苗设计的新

途径，并建立支持该疫苗走向世界的国际标准品。

考核指标：

——获得疫苗体内分布、细胞识别的10纳米级超高分辨图像和识别平衡多型别

病毒保护的分子途径；

——获得新型嵌合免疫原的保护性抗体生成规律和指导多联多价疫苗的免疫原

设计；

——获得各级层次的免疫原的高分辨分子结构和阐明交叉保护的免疫学基础；

——建立符合疫苗临床、认证和注册等需求的国际标准品和标准方法；

——获得高价值的专利、高水平合作论文和国际标准品等的科技合作成果，实现

疫苗研究的原始创新和国际推广。

12. 海洋与极地领域

12.1印度洋季风对深海生物碳泵和底栖生物群落的影响

支持在印度洋季风影响海域，围绕季风对深海生物碳泵以及底栖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展开合作研究，支持深海生态和生物地球化学调查、观测与取样技术的合作开发，

合作建立海洋联合观测与研究平台，揭示印度洋上层海洋过程与深海生物地球化学通

量及底栖生物群落的耦合与非耦合关系。

考核指标：

——同2 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其中应包括至少一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建立联合实验室1 个；

——联合完成1个以上多学科综合航次；

——完成季风对印度洋深海生物泵及底栖生物群落响应专著1册；

——发表10个底栖生物新种（或新属），建立底栖生物样品库（500个以上）和

DNA条形码数据库（50种以上）；

——召开100人以上规模相关国际会议1次。

12.2格陵兰冰盖快速消融实时监测、模拟及地球工程合作研究

支持发展格陵兰冰盖物质平衡密切相关的在线实时观测智能系统合作开发，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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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天-地协同观测体系；发展具有自适应网格技术的冰盖动力学模式，优化冰盖模式

动力学参数，合作开展不同地球工程情境下的格陵兰冰盖动力学模拟研究。

考核指标：

——同2个及以上北极国家开展合作，建立北极联合研究中心1个；

——在格陵兰冰盖上合作布放一套实时观测系统并开展应用验证；

——开展不少于2种地球工程情境下的格陵兰冰盖动力学模拟。

13. 人口与健康领域

13.1重大疾病治疗药物制剂质量研究评价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围绕肿瘤、心脑血管、重大传染病、代谢性疾病等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

病治疗药物的缓控释制剂、吸入制剂（药械组合产品），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前

沿性药品质量安全及有效性评价新技术、新方法及标准的研究。为创新及复杂仿制药

品研发、审批/核查、生产、风险评估与控制、标准制定和上市后监管提供科学的技

术、方法、标准、程序及指南。

考核指标：

——采用Micro CT/FIB-SEM 3D成像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机仿真等前沿技术，

通过重构制剂三维立体结构，结合临床数据，建立三维结构-体外指标-体内作用的数

学模型；

——建立长效、全息、精准并经临床验证的“金标准”数字制剂颗粒监管数据库

和技术支撑平台，全面、准确反映药品全生命周期中的质量；

——为创新药物及仿制制剂走向国际搭建产学研用相结合、服务药品监管科学的

国际合作平台。

13.2创新中医药疗法和技术的合作研究

本方向主要支持对2种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肿瘤或糖尿病有较好临床基础的创

新中医药疗法和技术的临床疗效评价及基础研究，明确影响临床疗效的关键环节，形

成可推广应用的临床方案，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临床研究。

考核指标：

——至少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

——获得合作国监管部门批准开展临床研究1项以上；

——提供1种以上适合“一带一路”合作国家需要的针对肿瘤或糖尿病的中医药

干预疗法或产品（中药传统小复方、简单创新方、药物外治及非药物疗法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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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疗法、技术和药品在当地的适用性问题。

14. 公共安全领域

14.1气象灾害监测预测与风险管理技术合作研发和示范应用

本方向支持面向“一带一路”战略的气象灾害监测预测与风险管理的关键技术合

作研发和示范应用。开展适合一带一路特定需求的气象探测技术推广，极端天气的监

测、气象灾害风险的快速识别与风险评估、以及基于全球数值模式及其集合预测系统

的极端天气和气象灾害风险的预测预警等技术的研发，提升预警信息发布和应急响应

能力，探索建立极端天气国际联合预警机制， 实现极端天气气候灾害数据共享、技

术和经验推广。

考核指标:

——同 2 个以上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气象探测技术与装备、极端天气监测与气象灾害风险识别与评估技术、预测

预警技术的功能要求和性能指标适合合作国家需要，得到相关国际组织和研究计划的

认可和支持，应用推广前景良好;

——针对高温、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建设1套以上“一带一路”区域内多灾

种极端天气早期预警示范系统，实现至少2个以上国家（或地区性组织）的天气气候

灾害数据信息共享和技术经验的国际培训推广。

14.2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工业生产事故防控关键技术合作研究

本方向支持合作开展工业生产事故预警模型联合研究，研发针对澜沧江-湄公河

地区工业生产特点的事故预警防控关键技术及装备，提升澜湄地区“一带一路”国家

的工业生产事故防控能力。

考核指标：

——与澜沧江—湄公河地区2个以上国家开展合作；

——开发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工业生产灾害预警模型、防控技术软件，并在澜湄

地区进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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