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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阳泉市科学技术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阳泉市科技创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阳泉市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丽英、王意峰、赵亚民、李银河、程怡、王荣花、赵薇、张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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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阳泉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的程序，包括项目指南凝练、项目指南发布、申报组织、

项目审核、项目评审、计划下达、签订任务等程序，以及立项评审机构、立项评审专家、科技计划项目

申报者需满足的条件。

本文件适用于阳泉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以项目化方式实施的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科技计划项目

指列入阳泉市本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以项目化方式实施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其他支撑创新能力提

升的科技创新活动。按照立项评审程序不同，科技计划项目分为非常态化项目和常态化项目两类。

3.2

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

指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的全过程，包括项目指南凝练、项目指南发布、申报组织、项目审核、项

目评审、计划下达、签订任务等程序。

3.3

项目指南

指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面向社会发布的项目指南，规定了当年度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的范围、方向、

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及其他事项说明。

3.4

立项评审机构

指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或由其委托授权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的第三方机构。

3.5

项目组织单位

指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者所归属的县区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或者行业主管部门。

3.6

非常态化项目

指科技创新特别需求或紧急科技任务,无法纳入年度计划的项目,主要采取快速立项的方式确定。

4 立项评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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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非常态化项目

4.1.1 项目凝练

依据阳泉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重大任务、特别需求、对外签署的合作协议等，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和专家设计凝练项目。

4.1.2 快速立项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编制计划项目建议书,立项评审机构组织论证会进行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评审,

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定立项。

4.1.3 经费保障

经费单列,专拨专管专用。

4.2 常态化项目

4.2.1 开展方式

常态化项目原则上采取竞争择优、定向择优或定向委托方式,也可采取“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其他

方式。主要面向全市发布申报通知,采取专家评审与行政决策相结合方式择优遴选项目承担单位和团队。

4.2.2 项目指南凝练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以解决“四个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和“卡脖子”技术为重点，根据阳泉市战略需

求、科技发展规划等，通过深入调研、征求意见等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汇总科技需求，分析、凝练

年度相关计划项目指南的重点领域、重点方向，形成年度项目清单编制方案。

4.2.3 项目指南发布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编制年度项目指南，面向社会发布。

4.2.4 申报组织

项目组织单位按照项目指南，组织有关单位，通过阳泉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集中进行网上项目

申报。

4.2.5 项目审核

a) 项目组织单位从项目真实性、知识产权、申请单位信誉、是否符合项目指南要求等方面

对申请项目进行初审。

b) 立项评审机构从项目真实性、知识产权、申请单位信誉、是否符合项目指南要求等方面

对初审通过的申请项目进行复审。

c)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对复审通过的申请项目审定，并提出参加会议评审（或答辩）项目清单。

4.2.6 项目评审

4.2.6.1 评审方案

立项评审机构制定计划项目评审方案，组织专家以会议答辩方式进行项目评审。

4.2.6.2 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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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组由技术、经济、管理等有关方面专家组成，原则每组5-7人，评审专家从专家库中随机

遴选。

4.2.6.3 答辩组织

立项评审机构组织项目评审会（或答辩会）。答辩会由项目团队向专家介绍项目情况，接受专家提

问方式进行。

4.2.6.4 现场评审

评审专家通过审阅项目申报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附件材料和现场答辩（必要时进行实地

考察），按照项目评分表对项目进行综合评审。

4.2.6.5 提出拟立项清单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家综合评审结果，结合科技工作实际，提出拟立项项目清单。

4.2.7 计划下达

4.2.7.1 计划编制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拟立项项目清单情况，提出经费安排计划，编制意见方案。

4.2.7.2 项目公示

科技计划项目实行公示制度，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在部门网站上对拟立项项目进行社会公示。从公告

发布之日起，7天内为拟立项项目异议期。公示结束后，对有一般异议的项目，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对有重大争议的项目，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召集专家复议，在 10 个工

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4.2.7.3 计划发文

公告无异议，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协同相关部门下达立项文件。

4.3 签订任务

列入阳泉市科技计划的项目，以计划任务书形式或合同确定项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5 立项评审机构

立项评审机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管理类单位。主要从事科研项目管理工作，具有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实

施经验。

b) 具有较为齐备的管理条件。具有稳定办公场所和较完备的办公系统。

c) 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具备一定规模、相对稳定、结构合理且素质较高的专业化管理队伍；在

相关科技领域具备较强的业务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及较为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

d) 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6 立项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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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评审专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客观公正、严谨负责地作出评审意见。

b) 熟悉科技计划管理的相关制度要求，以及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流程。

c)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技术水平，从事领域同被评审科技计划项目

领域一致。

d) 与项目有利益关系，且可能影响公正性的人员不能担任立项评审专家。

e) 符合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其它规定。

7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者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者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科技计划对申请者的主体资格（包括法人性质、经济性质）等方面要求。

b) 在相关研究领域和专业应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c) 具有为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技术装备、组织管理、资金筹措和协调能力。

d) 具有完成项目的良好信誉度。

e) 没有被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因违规而处罚或处罚期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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