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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科 学 技 术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宝 山 区 人 民 政 府 

沪科合〔2021〕7 号 

 

关于发布上海市2021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宝山转型发展科技专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贯彻落实十一届市委十次全会精神，更好发挥科技创

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重点区域经济结构升级

和新兴产业培育，推动宝山转型发展，支撑联动宝山打造上海科

创中心建设的主阵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特发布2021年度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宝山转型发展科技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征集范围 

专题一、生物医药 

药物新靶点、新机制的发现及确认研究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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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3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基于基因组学、基因编辑等技术手段，开展药

物新靶点、新机制研究，发现疾病治疗的潜在新方法，获得相关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号。重点支持针对心血管等疾病开展的研究。 

新药临床研究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许可的临床试验方

案，开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I或II期临床试验，获得临

床试验总结报告。重点支持靶向药物、重组蛋白药物等创新药物

的临床研究。 

II类及以上医疗器械研制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2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针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已完成II类及以上医

疗器械实验室样机/样品，进一步优化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明确

并验证相关生产工艺，形成产品技术要求，研制出工程化样机/样

品，取得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型检报告。重点支持

高性能诊断分析设备、数字医学影像诊疗设备等高端产品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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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新一代信息技术 

集成电路芯片、模块及应用研究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与北斗三号高性能位置服务、高分辨率X射线

探测设备等应用需求紧密结合，突破芯片、模块自主设计、制造

和应用关键技术。 

5G通信应用技术研究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5G应用需求，开展通信关键模块/器件设

计与制造技术研究，推进5G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化进程。 

专题三、新材料 

精品钢材制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新能源汽车、重大工程等应用需求，开展

先进制备加工技术研究，实现高附加值、高性能钢材的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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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功能涂层材料制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电力能源、钢铁冶金等行业需求，开展耐

高温、耐磨损涂层材料制备技术研究，满足严苛工况条件下防护

要求，实现产品示范应用。 

高效环保治理材料制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化工、涂装等行业需求，开展高浓缩比、

高催化性能的VOCs治理材料制备技术研究，满足环保治理要求，

实现产品示范应用。 

高能锂电池关键材料制备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围绕新能源等产业发展需求，开展高能量密度

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制备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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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 

智能制造系统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3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趋势，围绕

智能化生产、智能化运维、智能化作业等方面，开展智能控制系

统关键技术研发，形成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智能工厂、

智能生产应用示范。 

资源开发关键装备制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能源行业应用需求，推进油气钻采等领域

高性能装备制造技术研发与应用。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新能源汽车行业应用需求，推进基于粉末

冶金成型工艺的高强度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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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仪器设备制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环保、半导体等行业应用需求，推进高端

仪器设备制造技术研发与应用。 

高技术船舶与海洋装备研究与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不超过2个项目，每项资助额度不超

过150万元，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面向深远海科考、勘探等应用需求，开展大功

率推进器、特种光电传输器件等核心配套装备设计制造技术研发

与应用。 

燃料电池关键技术研究应用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拟支持1个项目，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企业自筹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的比例不低于2:1。 

2. 研究内容：针对燃料电池应用瓶颈，开展膜电极等核心部

件批量制备关键技术攻关，加快燃料电池实用技术推广应用。 

专题五、城市数字化转型 

执行期限：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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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额度： 

1. 非定额资助，每项资助额度不超过150万元。 

2. 研究目标：围绕传统工业区数字化转型需求，聚焦民生保

障、智慧城市等方向，创新“揭榜挂帅”等组织模式，扩展应用

场景，推动新模式新技术示范应用，形成明显成效。 

研究内容：（1）社区智能回收系统及数字化管理平台研究与

示范应用。（2）消化系统高发疾病辅助筛查系统研究与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1）覆盖宝山区内居民小区数量不少于100个，

投放回收设备数量不少于300台，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3项；实现

常见可回收生活垃圾识别与分类，动态采集图像像素不低于

400Mp，帧频不低于200FPS，单像素尺寸不高于10×10μm，处理

能力≥5万次/小时，识别准确率≥95%；实现实时预测调度，满仓

到清运平均时效不超过30分钟，动态线路规划处理能力≥5000次/

分钟。（2）在宝山区内两家及以上医疗机构的示范应用，完成不

低于3000例真实案例的实际验证；实现消化道内镜辅助诊断算

法，对消化道大部分常见疾病，包括肿瘤、胃息肉、肠息肉、溃

疡、糜烂等不少于5种病灶的实时检测，病灶识别检出率≥95%；

所用AI芯片浮点型精度算力不低于6T flops，整型精度算力不低于

12T ops，功耗不高于30W，可同时处理不少于2路内镜视频流；

可完全兼容常见的不少于三家品牌内镜设备。 

二、申报要求 

除满足前述相应条件外，还须遵循以下要求： 

1. 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组

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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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已经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 

3. 所有申报单位和项目参与人应遵守科研伦理准则，遵守人

类遗传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相

关规定，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项目负责人应承诺所提交材料

真实性，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并对申请材料

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不得提交有涉密内容的项目申请。 

4. 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

案的同时，上传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 

5. 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

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6.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应当真实、合理，符合市科委科技计划

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要求。 

7. 专题一~专题四申报主体应为注册在上海宝山区的独立法

人单位，鼓励采取产学研协同创新方式开展。以企业为主体申报

的，企业投入研发经费与申请资助经费之比不低于2:1。 

三、申报方式 

1. 项目申报采用网上申报方式，无需送交纸质材料。申请人

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http://www.sh.gov.cn）--政务服务

--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进入申报页面，或

者直接通过域名http://czkj.sheic.org.cn/进入申报页面： 

【初次填写】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如尚未注册账号，请

先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然后再进行申报账号注册），转

入申报指南页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按提示完成“上海科

技”用户账号绑定，再进行项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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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填写】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2. 项目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21年6月21日9:00，截止时间

（含申报单位网上审核提交）为2021年7月8日16:30。 

四、评审方式 

专题一生物医药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专题二新一代信息技术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专题三新材料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专题四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采用一轮通讯评审方式 

专题五城市数字化转型采用一轮见面会评审方式。 

五、立项公示 

上海市科委将向社会公示拟立项项目清单，接受公众异议。 

六、咨询电话 

服务热线：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6 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