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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2021 年度基础研究计划市重点实
验室建设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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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广州市实验室体系建设，

强化广州市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现启动 2021 年市重

点实验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方式 

由项目申报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自行申报，通过广州市科

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http://sop.gzsi.gov.cn/，以下简称

“阳光政务平台”）填报项目申报书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市

科技局组织评审和审核等程序后，符合条件的予以立项。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高等院

校、医疗机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转制市属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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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应为申报单位正式职工，除两院院士

外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指 1960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项目实施期内在职，熟悉本领域国内外科技和市场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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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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四）申报单位、合作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过去 5 年内无

不良信用记录。 

（五）实验室建设内容具有前瞻性，定位明确，发展方

向思路清晰，近、中、远期任务和目标合理。研究方向符合

国家、省、市、粤港澳大湾区科技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突

出自身优势和特色。 

（六）具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和结构

合理的科研团队，鼓励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参与实验室建设。

科研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副高以上职

称人员不少于 6 人。学术带头人需为正高职称。科研团队近

三年（2017 年—2019 年）主持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 3

项，项目前期获得财政支持经费总额不低于 200 万元。 

（七）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科研实验室使用场地

较集中，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

值 1000 万元以上，具备规范的实验室运行管理规定。实验

室仪器设备提供对外服务。 

（八）有较强的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能力，有较强的应

用技术研究与开发能力，在国内或省、市内相关方向的研发

处于领先地位，且科研团队近五年（2015 年-2019 年）在相

关领域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10 篇以上（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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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3 件以上（第一发明人或第一权利人）

或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科技奖励 1 项以上。 

（九）农业科学领域实验室建设项目仅限于涉农区与相

关确定对接院校申请，对接院校与涉农区单位共建，且必须

获得对应涉农区政府的资金支持，服务涉农区涉农产业发展

及助力乡村振兴。 

三、支持领域和方向 

（一）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领域。 

方向一：围绕威胁广州市公共卫生安全的病毒、细菌、

寄生虫等致病微生物及生物毒素等关键病原因素，建立广州

市病原快速检测与微生物感染风险评估实验室，评估对各类

病原微生物的杀灭效果、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效果和措施的

安全性及副作用，评估医疗机构消毒方案的制定等。 

方向二：代谢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为导致健康

损害和死亡的重要原因，围绕糖、脂、核酸等主要代谢紊乱，

加强基础与临床的跨学科整合，研究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因

素、发病机制，筛选可用于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关键靶标，

鼓励原始创新，加强成果转化，实现疾病的精准防控。                        

（二）信息技术与区块链领域。 

方向一：聚焦区块链的基础理论与核心技术，研究区块

链密码理论、链上安全监管、出入链数据协同、新型智能合

约等基础理论及技术问题；研究国产自主可控的区块链开放

平台，攻关包括自主安全的智能合约体系、高可靠高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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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机制等一批关键技术；面向电子政务、食药品溯源、司

法存证等场景/业务开展应用示范工作。 

方向二：研究用于未来通信网络的泛在移动超宽带、超

高速低延时通信、超高数据密度的光学、微波通信技术，建

设光电集成实验平台，实现高速光电子芯片的设计、工艺和

测试，光电一体化集成的可用于 6G 通信收发芯片与模块；

或研究 6G 通信中超宽带光学与微波信号处理技术，建设高

速通信系统实验平台，满足 6G 通信网络中高于 100 Gbit/s

的光学、微波通信系统的搭建测试。 

（三）新能源与新材料领域。 

方向一：新能源高效利用新材料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

以光、电、热、氢能等为核心的新型制氢、储氢材料，以及

光电、光热、热电等功能材料的研发，建立广州新能源利用

领域新材料研究平台。 

方向二：新能源高效利用的系统设计与制造，重点支持

太阳能、氢能、光电、热电等能源高效应用过程中的先进器

件、装备和系统的研究及制造技术，推动广州新能源系统产

业化研发平台建设。 

（四）脑科学与脑部疾病研究领域。 

方向一：围绕慢性疼痛发病机制未明、干预手段有限这

一关键问题，利用影像学技术、计算机算法结合多组学研究

手段，探索介导慢性疼痛的神经核团及分子，筛选关键分子

靶标；针对发现的新靶点研发先导化合物或药物。联合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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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多组学结果及计算机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防治慢性疼痛的新策略，确立全新的诊断、治疗体系。 

方向二：脑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是当前社会所面

临的重大挑战，围绕脑重大疾病如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急

性缺血性脑卒中、免疫功能变化及理化因素所致脑损伤，开

展治疗与预后研究；大型多中心横断面研究及前瞻性队列研

究；研发早期预警预报、监测及辅助干预的生物影像标志物；

研发基于生物影像标志物开发精准诊断技术产品；研究干细

胞、生物学治疗新靶点并通过临床转化实现治疗突破。 

（五）农业科学领域。 

按照“一重点涉农区对一牵头院校”（从化区对接华南

农业大学、增城区对接广东省农科院、花都区对接仲恺农业

工程学院、南沙区对接中山大学、黄埔区对接华南理工大学、

白云区对接广东省科学院、番禺区对接广东工业大学）的原

则，支持 7 个涉农区单位与对接院校共建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服务当地涉农产业发展及助力乡村振兴。 

四、申报限制 

（一）申报单位存在 2020 年 2 月 29 日前到期未验收市

科技计划竞争性项目的不得申报（申报单位为高校的，限制

到二级院系，由高校负责审查）。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不能

按期验收的，须提交加盖申报单位公章的相关书面说明，并

作为附件材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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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负责人在市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累计在研和

当年申报项目数合计限为 1 项。 

（三）每个单位限报 1 项该类项目（2021 年度农业科学

领域市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不在限制范围），有在研广州市

重点实验室项目的单位不得再申报（申报单位为高校的，限

制到二级院系），实验室建设内容不得与现有已立项的国家、

省、市重点（培育）实验室重叠。 

（四）项目申报材料中实验室固定人员、场地不得与已

立项的国家、省、市重点（培育）实验室相关内容重叠。 

（五）涉农区确定对接的院校仅限推荐申请 1 项农业科

学领域市重点实验室。 

五、申报材料 

申报项目需按要求在阳光政务平台填报项目申报书及

其他相关附件，其中附件材料应先按相应要求签字盖章后，

再扫描上传。附件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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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申报单位，需要核实营业执照。其

中，已经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电子营业执照”的，由该

企业授权委托我局，通过市电子证照系统直接调取；对尚未

在市电子证照系统签发“电子营业执照”的，需提供营业执

照扫描件。 

2. 项目负责人身份材料。 



 7 / 10 
 

3. 科研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的职称相关材料。 

4. 近三年（2017 年-2019 年）获国家、省、市立项科研

项目的相关材料。 

5. 近五年（2015 年-2019 年）发表论文、获得发明专利

授权或获得科技奖励的相关材料。 

6. 实验室场地面积的相关材料。 

7. 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值明细清单及相关的材料。 

8. 科研团队固定在职研究人员中的高层次人才相关材

料。项目组成员中如有申报单位以外的人员（包括研究生，

但不包括境外人员），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单位，应当

在项目申报书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项目组成员中的境外人

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与项目申请，需在阳光政务平台上传该

境外人员知情同意函附件。 

9. 相关单位合作共同申报的，需提供合作协议。协议应

明确合作各方的合作方式、任务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经费

分配、收益分配及预期目标等内容。申报项目的合作事项应

与合作协议相关内容一致。与市外单位联合申报的，主要成

果转化地和实施地应在广州市。 

10.农业科学领域实验室建设项目的申报单位还应提供

相应涉农区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实验室共建证明。证明中应

明确区级政府的经费投入，原则上区级政府投入不低于 100

万元。各区科技主管部门限推荐确定对接院校申报项目一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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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合理编报项目经费预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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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项目申报单位 5 年内申报

市科技计划项目的资格，已获立项的作取消立项或实施终止

处理，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记录不良信用并通报。 

六、申报程序 

（一）申报单位注册。申报单位进入阳光政务平台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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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另行注册。 

（二）单位和申报人信息维护。单位用户登录阳光政务

平台，完善录入单位信息基本情况，根据需要可创建申报人

账号、密码，申报人用户登录阳光政务平台并完善个人信息。 

（三）项目申报。申报人登录阳光政务平台，选择市重

点实验室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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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支持方式及支持强度 

按照事前资助方式，拟支持新建广州市重点实验室不超

过 10 家，每个领域新建不少于 1 家。每家市财政支持经费

100 万元，立项后一次性拨付。 

八、项目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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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起始时间为 2021 年 4 月，实施期限 2 年。 

九、申报时间 

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5 日 9 时、

网上申报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0 日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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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政务平台中申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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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政务平台填写完善，并确认“组织

单位”是否准确。 

（三）应合理安排项目申报书填报和材料提交时间，避

免出现在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到期前阳光政务平台网络繁忙

耽误申报。 

（四）在阳光政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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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政务平

台系统上查询。 

（六）项目申报人及申报单位需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

纠纷在内的潜在风险。 

十一、联系方式（接听时间：工作日 8:30-12:00、

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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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咨询：83124149、83124150 联系人：黄文星、赵

明（基础研究处） 

技术支持：400-161-6289，83124014、83124114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9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