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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科发财字〔2021〕13号

关于组织 2021 年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赣江新区管委会创新发展局，省直有关单位，

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现将 2021 年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按

照指南要求组织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方式

平台基地申报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进行，由平台负责人、

平台依托单位和推荐（主管）单位登录系统进行申报和推荐，

省科技项目服务中心负责受理项目。

项目申报全面推行电子印章使用。申报前，平台依托单位、

推荐（主管）单位须按规定办理电子印章。如未办理电子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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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前往服务网点办理；已办理电子印章的，直接按时间节

点登录系统申报、推荐。

二、申报推荐时间

自 2021年 2月 5日起，可登录系统进行网上填报。请各平

台依托单位、推荐（主管）单位在截止时间前完成相关工作，

逾期未提交的，系统将自动关闭，不予受理。

1．平台负责人网上申报、平台依托单位网上审核截止时间：

2021年 3月 25日 17时；

2．推荐（主管）单位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2021年 3月

30日 17时。

三、项目受理咨询

江西省科技项目服务中心（南昌市省政府大院南一路 7号，

原省知识产权大楼 9楼）。

联 系 人：谢一虹、艾金根

电 话：0791-88175549、86200587

电子信箱：jxkjgl@163.com

四、业务咨询电话

条件财务处 李文惠 电话：0791-86254887

社会发展处 余 康 电话：0791-86262651

五、系统技术支持咨询

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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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91-86226025

六、电子印章事项咨询

行政事业类单位用章答疑 QQ 群号：172195919

企业类单位用章答疑 QQ 群号：855271960

附件：1．江西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申报流程

2．2021年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申报指南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 2月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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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申报流程

平台基地负责人应认真阅读申报通知和指南要求，审慎选

择拟申报的平台基地类别，在线填写提交申报材料以及申报要

求的证明材料。一经受理，平台基地类别不予调整。

步骤 1 平台基地依托单位及平台基地负责人用户注册并签订

诚信承诺（已注册、已签订的单位跳过此步骤）

步骤 2 平台基地负责人提交平台基地申报书

步骤 3 依托单位审核平台基地申报书、在线盖章

步骤 4 主管部门审核平台基地申报书、在线盖章

步骤 5 推荐单位审核平台基地申报书、在线盖章（主管部门

和推荐单位为同一单位的，跳过此步骤）

步骤 6 项目受理中心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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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申报指南

2021年省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将着力构建省实验室体系、技

术创新平台体系、科研基础条件平台体系，重点支持以下平台

基地申报：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省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科研基础条件平台等。其中：省实验室、省

技术创新中心（综合类）、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实行定向方式立项

支持；省重点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企业类）实行公开竞

争方式立项支持；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实行公开竞争与定向相

结合方式立项支持。

一、省实验室

省实验室定位于最高层次的省科研创新平台，按照“战略

急需、支撑产业”的原则，着力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

的综合性全链条平台。

1．申报对象：省内有关单位。

2．重点支持领域：稀土、中医药、食品、材料、航空等。

3．申报条件及要求：①具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国际

大科学计划等高水平科研合作、应急响应研发任务的能力和适

应大科学时代的创新组织形式，能够开展跨学科、大协同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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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具备聚集整合全球创新人才资源的能力，拥有研究基础积累

深厚、掌握尖端技术、同行认可的领军科，学家、高水平学科

带头人和研究团队、技术骨干。③具备一流的科学研究条件，

围绕战略任务和重大需求规划，逐步构建。大型综合性、开放

性科学研究基地。④建立基于中长期目标导向的持续稳定财政

经费保障和多元化投入支持机制。⑤建立符合科学规律的新型

管理体制，形成任务导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

新型运行机制。⑥组建单位及推荐部门高度重视，组建方案成

熟，申报前与省科技厅及相关单位就组建方案达成一致。

4．支持方式及强度：①实行定向方式立项支持。按照“成

熟一个，认定一个”的原则提出立项支持建议。②支持强度：实

行一事一议，原则上每个 500万元以上。

二、省重点实验室

省重点实验室定位于在产业或学科细分领域的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在全省有特色和优势的科研平台。

1．申报对象：科研院所、高校、医院及企业等。

2．重点支持领域：属于省重点支持发展的 2+6+N领域,以

及省委、省政府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需要支持的领域，以及我

省重点发展学科。

3．申报条件及要求：①依托单位和推荐部门重视。已将该

重点实验室列入单位科技工作重点，并经过单位集体研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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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支持意见和具体措施；能保障组建经费及年度运行经费，

配套服务较完善。②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原则上已组建市厅

校级重点实验室并运行一年以上，研究方向及内容明确且在省

内有较大优势和特色，研究队伍稳定、团队人与现有科研基础

条件平台研究范围雷同较多、差异不明显的不再批建。员学历

专业年龄结构合理、负责人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影响力且组织协

调能力较强，实验场所相对固定且能满足科研用房需要，科研

仪器设备较先进且能满足科研实验条件需求，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较合理，学术委员会能切实发挥作用，科研管理制度完善，

与省内外科研院校有着良好合作关系。③高校二级学院、科研

院所及医院（厅级）内设二级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及医院（处

级）已建省重点实验室的，原则上不再批建。④已建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的，可申报转建省重点实验室，批建重点实验室时，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撤销。⑤与现有国家、省重点实验室

研究范围雷同较多、差异不明显的不再批建。⑥在科研过程中

需使用实验动物的，依托单位须具备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⑦

依托单位凡使用财政资金购置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应纳入省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服务平台。⑧实行限额申报，具体为：

南昌、九江、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分别限报 2 项，

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江新区分别限报 1 项；省属高

校、科研院所及医院(厅级)分别限报 2项；省属科研院所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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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级）、省属企业分别限报 1项。

4．支持方式及强度：①实行公开竞争方式立项支持；②支

持强度：每个支持 50万元以上。

三、省技术创新中心

省技术创新中心定位于在应用研究、技术研发水平在全省

有特色和优势的平台。其中：综合类定位于市县政府或行业主

管部门牵头支持设立的开放性、公益性平台，企业类定位于龙

头企业或技术研发在全省有优势的企业牵头支持设立的技术创

新平台。

（一）综合类

1．申报对象：省内有关单位

2．支持重点：产业聚集度较高市县或经济社会重点行业的

开放性、公益性技术创新机构。

3．申报条件及要求：①依托单位及市县政府、行业主管部

门等推荐部门重视。组建方案成熟，申报前与省科技厅及相关

单位就组建方案达成一致。已将该平台列入科技工作重点，并

经过单位集体研究，有明确支持意见及具体措施；能保障该平

台的组建经费及年度运行经费，配套服务较完善。②具有较好

基础条件。平台产学研用结合紧密，运行情况良好，有固定科

研场所、专职管理人员，科研人才团队力量强，研发能力较强，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合理，科研管理制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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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持方式及强度：①实行定向方式立项支持。②支持强

度：每个 100万元以上。

（二）企业类

1．申报对象：企业。

2、重点支持领域：属于省重点支持发展的 2+6+N领域,以

及省委省政府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需要支持的领域。

3．申报条件及要求：①依托单位及推荐部门重视。已将该

平台列入单位科技工作重点，并经过单位集体研究，有明确支

持意见和具体措施；能保障该平台组建经费及年度运行经费，

配套服务较完善。②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原则上已组建市级

平台并运行一年以上，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研究团队、固

定场所、科研仪器设备，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处于省内行业引

领地位，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相关重点学科的科研院所和高

等学校有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基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合理，

制度较完善。③已建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不再

批建，但可申报转建省技术创新中心；批建省技术创新中心后，

现有省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撤销。④与现有国

家、省科研平台研究范围雷同较多、差异不明显的不再批建。

⑤科研过程中需使用实验动物的，依托单位须具备实验动物使

用许可证。⑥使用财政资金购置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应纳入

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服务平台。⑦实行限额申报，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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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九江、赣州、宜春、上饶、吉安、抚州分别限报 5 项，

景德镇、萍乡、新余、鹰潭、赣江新区分别限报 2项。

4．支持方式及强度：①实行公开竞争择优批建；②实行后

补助绩效奖励，组建期满后运行评估为优秀的予以后补助。

四、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面向重大常见多发病防治需求，在

优势疾病领域（或优势病种）、临床专科方面，开展临床研究、

协同创新、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等临床

医学创新基地。

1．申报对象：省内三级甲等医院

2．重点支持领域：血液疾病、皮肤疾病、康复医学、医学

检验、骨伤科（中西结合）5个疾病领域/临床专科。

3．申报条件及要求：①各申报单位按照《江西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组织申报。②组建单位所在疾病

领域临床研究技术水平位居省内领先，其中“皮肤疾病”领域优先

支持省内三甲专科医院牵头申报组建。③组建单位具备较好的

研究条件、基础设施和场地，组建经费投入有保障。④依托单

位高度重视和支持中心建设，该领域中心列入单位的科技工作

重点，并经过单位集体研究作出过支持的决定。⑤每个医疗机

构牵头申报限报 2个，在同一疾病领域/临床专科方向每个单位

只能申报 1 个。⑥鼓励在本疾病领域具备优势的省内三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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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省内外相关单位联合申报，鼓励在单一病种具备优势的单

位作为该疾病领域的联合组建单位进行申报；⑦每个疾病领域

组建 1 个省级临床中心，每个医疗机构同一年牵头新组建限 1

个。

4．支持强度和组建年限：①支持强度：50万元以上/项；

②组建年限：3年（每 3年进行评估，合格后继续支持建设运行）。

五、科研基础条件平台

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定位于为全省科研工作提供基础性、公

益性、开放性服务保障和支撑的平台。

1．申报对象：省内有关单位。

2．支持重点：重大科研基础条件设施、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开放共享服务平台、种质资源或生物样本库、实验动物质量检

测平台及生产基地、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平台的组建或运行。

3．申报条件及要求：①依托单位及推荐部门重视。已将该

平台列入单位科技工作重点，并经过单位集体研究，有明确支

持意见及具体措施；能保障该平台的组建经费及年度运行经费，

配套服务较完善；申报前与省科技厅及相关单位进行过沟通协

商。②具有一定的基础条件。有相对固定场所和管理人员，管

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较合理，制度较完善。③能够提供公益性和

开放性服务，能为全省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基础条件支撑。④项

目研究涉及人体研究的，应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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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

应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执

行。

4．支持方式及强度：①实行定向方式立项支持。②支持强

度：重大科研基础条件设施实行“一事一议”；其他基础平台每

个 50万元以上。

江西省科技厅办公室 2021年 2月 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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