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请代码: 

尽量选择到最后一级

（6位或4位数字） 

申请代码有较大调整，

务必仔细阅读《项目指

南》，准确选择。 

重点项目和联合基金严

格按指南要求填写 

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联合基

金等类型项目对亚类说明、附注说明有特殊要

求，务必按规定填写或选择。 



建议填写 

申请人工作时间

建议6-8个月 

优青、杰青应不

少于9个月 

学位、职称、博士后

等信息务必如实填写 



项目组有校外人员（境外人员除外）参加，即

视为有合作单位，此处务必体现合作单位信息，

青年、面上、联合、重点等合作单位不超过2个。 

申请代码1是基金委确

定受理部门和遴选评审

专家的依据 

申请代码2作为补充 

“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实行规范化选择，申请人在填写申请书简表时，

准确选择“申请代码1”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内容。 

研究期限系统默认请勿修改： 
(1)青年基金、优青为3年 

2019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2)面上项目为4年 

2019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3)重点项目、国家杰青为5年 

2019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 



fd 

参与者工作时间： 

教师建议4-6个月 

学生不超过10个月 

参加项目的学生： 

职称填写硕士生或博士生 

学位填写已取得的最高学位 

项目组人员数： 
① 总人数系统自动累计 
② 按职称统计人数需人工计算后输入 
③ 人员数统计不要忘记项目负责人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不填写“主要参加者” 



直接费用申请额度：请参考《项目指南》

中各学科往年平均资助强度 

 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间接费用（含管理费等）由基金委按规定核算。 

 所有直接费用开支科目都没有比例限制，据实填列 

其他支出：不建议预算,确需预算，务
必详细说明 

燃料动力费：需单独计量,不建议预算 

自筹资金：不建议预算 



预算说明书，务必在系统中下载“预算说明书模板”，
按要求离线填写并转为pdf格式后上传。 

预算数据以“万元”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
。各类标准或单价以“元”为单位，精确到个位。外
币需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即期汇率折合成人民币。 

设备费： 
•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 
•不能列支常规、通用仪器设备,办公设备； 
•设备购置费影响间接费用的核定； 
•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允许预算调增。 
材料费：不能列支通用的办公材料、办公用品。 
测试化验加工费： 
是指所在单位（含项目合作单位）不能完成的测试
化验加工任务，需委托外单位完成的费用。 
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项目执行中，三者可调配使用，但总和不能调增； 
•不超过直接费用10%，不需要提供预算测算依据； 
•会议费是指主办会议的费用； 
•参加国内会议归入差旅费； 
•参加国际会议归入国际合作交流费。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不能列支：通用的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普通手机、
电话通信费、网络费用、专利维护费用。 
劳务费：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访问学
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
可开支劳务费，项目组教师不可开支劳务费。 

若有合作单位，应在最后说明合作单位名称，合作研
究负责人，合作研究内容(概述)，资金外拨情况等 

保留说明文字 

最后说明合作单位资金外拨情况 



报告正文： 

1. 务必在系统中下载“申请书正文模板”，

按要求离线填写 

2. 报告正文应删除页脚页眉并转为pdf格式

后上传。 

3. 正文各提纲内容务必如实填写，不得缺项，

没有内容的应填“无”。 

★不得删除或改动下述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保留“报告正文”四个字 该段说明文字可删除 



年度研究计划： 

务必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

限一致 

应按时间顺序，阐述计划

安排，注意时间衔接，切忌

时间错乱 

预期成果，应明确可考核，考

核指标忌过高过低。 



项目目前在研、与申请项目相关 

务必按提纲及说

明要求填写 

没有内容填“无” 



张三 

李四 

申请人简历 

由系统自动提取个人信息生成 

项目参与者简历 

需下载“参与人简历模版”，按要求填写 

注意二者区别 



李四 

除非特殊说明，请勿删除

或改动简历模板中蓝色字

体的标题及相应说明文字 

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 

务必按时间倒序排序 

写到年和月，注意时

间衔接 

单位名称要写全称 

硕士、博士经历 
务必列出导师姓名 

（学士阶段不要求） 

工作经历： 

应按阶段分开倒序列出 

博士后要列出合作导师 

科研项目及人才计划项目，

建议按“项目起始时间”

倒序排序。 

参与者简历：1、务必按模板中的格式及例子规范填写；2、格式及例子参考后应删除 

一般填“无” 

（曾用过护照、军官证等证件 

的需如实填写） 



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情况需要按照以

下顺序列出： 

（1）10篇以内代表性论著； 

（2）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 

成果信息务必按要求填列，并认真核对： 

对于出现作者排序和标注不实的项目申请将

以学术诚信问题提交会议评审专家组 

项目参与者简历模板有变化，

请务必按照新模板整理 

注意成果填列 

格式要求 



附件： 

一、5篇以内申请人本人发表的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文（重点项目要求近5年，优青杰青

要求论著）、专利、奖励等成果电子版（具体请参照各类型项目“填报说明”附件部分） 

二、以下附件上传电子版扫描文件，还需提供纸质原件，随纸质《申请书》一同装订报送（纸

质附件装订在附件信息页和签章页之间） 

1、在职研究生申请项目须附导师同意函，在导师同意函中，需要说明申请课题与学位论文的

关系，承担课题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并由导师签字。 

2、在站博士后人员的项目申请需提供书面承诺函，其中对国家基金委承诺函作为附件随纸质

申请书一并报送。在站博士后人员还需对科技处提供承诺函，以留存备查。 

3、非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有两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推荐者

亲笔签字，并须注明单位、专业和职称。 

4、参与项目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不填合作单位），须有本人签字的信件、传真

等纸质文件，说明本人同意参与该项目申请且履行相关职责。 

5、国家杰青项目，需提供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推荐意见. 

6、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已结题者，应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国家社科基金结项证书复印件 



申请人、项目组成员签字： 

应由本人填写 

切忌错签、漏签 

 境外参与人员可不签（提供

同意函件） 

2018.3.16 2018.3.12（若有合作单位） 2018.3.12（若有合作单位） 

有关日期，请协助填写 

合作单位盖章： 

应为法人单位公章或在基金

委注册公章，二级单位及科

研管理部门公章无效 

合作单位名称必须与合作单

位公章名称严格一致 

2018年新增加的内容 

（申请书提交后会生成编号），

申请书若不改变项目类别、申

请代码、项目名称这3项信息，

多次修改提交申请书接收编号

不会改变，且签章页没有版本

号，请有合作单位需要盖章的

项目，尽早联系合作单位盖章。 

签章页 
请单面打印 



正式提交版申请书 未在线提交版申请书 

提交纸质材料，应为”正式提交版申请书”打印稿 



申请书除封面和签章

页外，每一页右下角

都有版本号 

每次保存和提交，版

本号都会变化 

报送纸质材料的版本号必须对应最终提交版申请书的版本号。 

如需重新打印纸质材料，应将所有带有版本号的页面打印，

切忌只替换有内容修改的页面。 

注意版本号问题 



序号 不予受理原因 2016项数 2017项数 

1 超项（包括项目组成员）  128  136 

2 申请书内容不完整、信息有误、前后不一致  129  504 

3 不属于本学科资助范畴  459  517 

4 申请人或项目组成员未签字或非本人亲笔签名  251  291 

5 
依托单位或合作单位公章未盖章或是非法人公章，或所填单位名称与
公章不一致  

408  523 

6 研究期限、经费等内容不符合指南  266  476  

7 在职博士生未提供导师同意函  260  229 

8 
中级职称推荐信只有一封或无推荐信、推荐人身份不明，没有注明单
位和职称  

316  231 

9 代码填写错误  211  343 

10 未按要求填写附注说明  80  72 

11 违规，不符合申请资格  36  37 

12 社科项目未结题、或未提供结项证书复印件或未加盖公章  55  37 

13 博士后缺承诺函  26  59 

14 提交材料不齐全  33  26 

15 人员无书面合同或合同不符合要求  132  49  

16 合作单位数量或相关信息不符合项目指南要求  6  32 

17 其他签字问题，各种签字材料未签字  116 44 

18 其它  34 431 

初审不通过情况汇总 



相似性检查：自然科学基金委通过计算机软件对申请书内容进行比对。 

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类型项目向同一学部或不同学部申请。 

不得将已经获得资助的项目，相似或相同内容再申请。 

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受聘于多个单位的申请人，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通过不同单位提

出申请。 

申请书报送： 

电子版申请书确认已在线提交，下载最新提交版申请书打印 

纸质材料需双面打印（封面、必要的附件页、签章页单面打印），一式一份 

报送前，务必对照本“自查要点”认真检查，杜绝因低级错误初审不通过。 

2018年对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开展无纸化申请试点。申请时只需

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项目获批准后，在

提交《资助项目计划书》时补交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其签字盖章的信

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保持一致。 

其它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