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云南农业大学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 

申报通知 

 

各学院、部门及相关老师： 

根据《云南省科技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发布 2020 年云南省基础

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和《2020 年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

目申报指南》的要求，2020年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采取限额申报制。

现将各类项目申报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一、基础研究重点项目 

（一）选题范围 

重点支持科技人员围绕绿色能源、绿色食品、生物医药、新材料、

基础科学等重点领域和数字云南、美丽云南建设等重大战略部署的科

技需求开展创新性研究，重点解决具有较强应用背景的共性理论和科

学问题。 

1. 绿色能源 

围绕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牌”重点科技需求，重点支持水电

铝材、水电硅材、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应用基础和基

础研究。 

2. 绿色食品 

围绕云南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重点科技需求，重点支持

茶叶、花卉、蔬菜、肉牛、中药材、坚果、水果、咖啡和主要粮食作

物、畜禽品种、林木资源等高原特色农业种质创新、精深加工、优质

高效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应用基础和基础研究。 



 

3. 生物医药 

重点支持立足云南特色资源，开展动植物活性物质发现、结构功

能、作用机制、生物合成与合成生物学研究，云南特色民族医药、创

新性疫苗、干细胞、人类重大疾病动物模型研究，重大疾病和云南高

发、地方疾病发病机制及防治的应用基础和基础研究。 

4. 数字云南 

围绕建设“数字云南”科技需求,重点支持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智慧农业、智慧能源、智慧旅游、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应用基

础和基础研究。 

5. 美丽云南 

围绕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重大科技需求，重点支持高原湖泊保护

与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土壤污染治理与恢复、退化环境的

生态功能修复、农业农村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应用基础和基础研究。 

6.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与新材料 

重点支持云南优势矿产资源采选、清洁冶金以及基于云南省优势

资源的功能材料、结构材料、高分子材料及复合材料等的应用基础和

基础研究。 

7. 基础科学 

重点支持数理科学、化学科学等基础科学及其与信息科学、生命

科学、材料科学、管理科学交叉融合的应用基础与基础研究。 

（二）资助项目强度和研究期限 

重点项目每项支持力度为 50万元/项。研究期限 3年。 



 

（三）申报条件 

1. 重点项目申请人应是年龄在 55 岁以下（1964 年 1 月 1 日及

以后出生）的单位在职科技人员；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有主

持基础研究项目的经历。 

2. 承担在研的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改革后计划）、

国家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青年、地区及面上项目负责人除外），以及省

基础研究计划在研重点、重大项目（含各类联合专项的重点及重大项

目）负责人（2019年可按期提交项目验收申请的除外），不得作为项

目负责人申报。 

3. 主持过 2 项及以上省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含各类联合专

项的重点项目），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重点项目。 

（四）申报方式 

1. 校内自由申报。按照《申报指南》通知要求，我校 2020年重

点项目申报数为 3 项。请各项目申请人于 2019 年 8 月 8 日前将申请

书初稿一式 5份交科技处 107室，科技处将择期组织专家初步遴选，

由各项目申请人向专家组做 15分钟答辩汇报后确定推荐名单。 

2. 省重点实验室和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限项推荐。按照《申报

指南》通知要求，每个省重点实验室和具备基础研究条件的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可独立申报 1项（项目申请人应为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的固定人员，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不可统筹使用

该指标）。请各省重点实验室和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8 月 8 日前将

由各省重点实验室和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签署的推荐名单书

面材料一式 1份报科技处 107室。 

（六）申报时间 

2019年 6月 28日-8月 8日 17:00，逾期不予受理。 

二、基础研究面上项目 

（一）选题范围和资助强度 

支持符合条件的青年科技人员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自主选题，开展

创新性研究，促进优势特色学科发展和创新人才的成长。 

资助强度为 10万元/项，项目实施期限为 3年。 

（二）申报条件 

1. 面上项目申请人须是年龄在 40 岁以下（1979 年 1 月 1 日及

以后出生）的单位在职科技人员。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

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科技人员

推荐。 

3. 在研的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改革后计划）、国家

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负责人（青年及地区项目负责人除外），以及省基础研究计



 

划在研重点、重大项目（含各类联合专项的重点及重大项目）负责人，

不能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4. 主持过省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或 2 项及以上面上项目（含

各类联合专项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三）申报方式 

1. 限额申报。以《2020年面上项目申报项目分配数》（见下表）

为依据，组织推荐申报。 

2020年面上项目申报项目分配 

学  院 2020年申报省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数 

农学院 1 

植保学院 1 

动科院 1 

动医院 1 

资环学院 1 

园艺学院 1 

食品学院 1 

烟草学院 1 

普洱茶学院 1 

理学院 1 

水利学院 1 

机电工程学院 1 

大数据学院 1 



 

建工学院 1 

热作学院 1 

综合部门及其它部门（包括

高原特色产业院、滇台中

心、新农村发展院、农村干

部学院等） 

1 

省级重点实验室（含建设

期）和具备基础研究条件的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参与最近一次 3年考核评估并获得“优”和“良”的省

重点实验室每家可独立申报 2项，其他省重点实验室可

独立申报 1项；每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可申报 1项。（项

目申请人应为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固定人员） 

2.各学院、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2019 年 8 月 8 日

前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

果，择优等额推荐申报项目；科技处不另行组织评审，仅以各学院、

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分配的项目数推荐申报，请于 8月 8

日前将由各学院、省重点实验室和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签署的

推荐名单书面材料一式 1份报科技处 107室。 

综合部门及以上未涉其它部门每个部门推荐 1个项目于 8月 8日

前将申报纸质材料一式 5份报至科技处 107室，由科技处组织专家进

行评审和择优推荐。 

（四）申报时间 

2019年 6月 28日-8月 8日 17:00，逾期不予受理。 

三、云南省杰出青年项目 

支持我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技人员自主

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培养造就一批在所属学科领域进入国内

先进行列的优秀学术带头人。 

（一）选题范围和资助强度 



 

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自主选题。 

资助强度为 50万元/项，项目实施期限为 3年。 

（二）申报要求 

1. 申报单位在职科研人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项目申请人年龄在 40岁以下（1979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 符合申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相关规定。 

4. 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国内外同行承认的、突出的创新性成

绩，对本学科领域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5. 获得过杰出青年项目资助的不能申报。 

6. 符合《云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云科规„2019‟

3号）和《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云科规„2018‟

6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三）申报时间 

2019年 6月 28日-8月 8日 17:00，逾期不予受理。 

四、云南省优秀青年项目 

支持我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科技人员自主

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造

就一批在所属学科领域有望进入国内先进行列的优秀学术骨干。 

（一）选题范围和资助强度 

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自主选题。 

资助强度为 30万元/项，项目实施期限为 3年。 

（二）申报要求 



 

1. 申报单位在职科技人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项目申请人年龄在 35岁以下（1984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 

3. 符合申报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的相关规定。 

4. 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国内外同行承认的、较好的

创新性成绩。 

5. 当年申报杰出青年项目，以及获得过杰出青年项目或优秀青

年项目资助的不能申报。 

6. 符合《云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云科规„2019‟

3号）和《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实施细则》（云科规„2018‟

6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三）申报时间 

2019年 6月 28日-8月 8日 17:00，逾期不予受理。 

五、基础研究青年项目 

吸引青年博士来滇工作，支持从未承担过省级科技项目的青年科

技人员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自由选题开展研究，培养青年科技人员独立

主持项目、开展创新研究的能力，培育创新后继人才。 

（一）选题范围 

在自然科学范畴内自主选题。资助强度为 5 万元/项，项目实施

期限 3年。 

（二）申报要求 

1.申请人条件 

——项目申请人必须是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首次与云南省行政



 

区域内的单位签订聘用合同，35 岁以下（1984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

生）具有博士学位，且未主持过省级（含各类联合专项项目）科技计

划项目，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青年博士。 

——项目需提出明确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及考核指标，需有利于科

研人员的能力与素质提升。 

2.申报方式 

各学院应根据选题范围和申报条件严格组织项目申报，于 2019

年 8 月 8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一式 5份交科技处，由科技处汇总申报

项目并择期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拟

推荐申报项目并进行排序，经单位内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向

省科技厅推荐申报。 

3.立项方式。 

各单位择优推荐基础上，省科技厅根据当年经费预算情况进行审

核、备案。 

（三）申报时间 

2019年 6月 28日-8月 8日 17:00，逾期不予受理。 

四、其它事宜 

（ 1 ） 申 报 网 址 ： 云 南 省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116.52.249.142）。 

（2）本次网上项目申报受理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8日-8月 8 日

17:00止。 

（3）推荐部门审核。2019 年 8 月 9 日-16 日项目推荐部门在线



 

审查、签署推荐意见后提交省科技厅。 

（4）项目申请人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填报，通过单位审核受理后，

打印纸质申报材料《云南省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书》及《经费预算

书》（系统中请上传至申请书附件）各一式 1 份报送至科技管理处 107

室。 

纸质材料报送时间为 2019年 8 月 28-30 日。 

（5）申报系统技术支持 

爱瑞思软件（深圳）有限公司：400-161-6289 

省科技厅信息中心：0871-63133894 

（6）联系人：李隽，电话：0871-65226236。 

 

 

 

                                                         科技管理处 

                                         2019年 6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