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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常见

问题解答

（2022 年 7 月 27 日）

A. 依托单位相关问题

1.如何注册成为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项目依托单位？

答：符合条件的单位可通过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提出注册申

请，省基金依托单位所需条件和注册申请流程可参见广东省科技厅官网发出的关

于新增依托单位注册申请的有关通知（最新的通知是科技厅官网 2022年 6 月 10

日发布的）以及登录阳光政务平台“首页-文件资料”中省基金依托单位注册申

请操作指引。省基金依托单位常年可以提出注册申请，省基金委定期集中审核。

2.省基金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制度备案有什么要求？

答：2022 年起，省基金项目均实行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各

单位在项目申报前需按要求完成“负面清单+包干制”制度备案；新注册申请单

位同样要按要求上传单位内部“负面清单+包干制”管理制度，完成备案。否则，

不可申请省基金项目。“负面清单+包干制”制度备案的操作指引可登陆阳光政

务平台在“首页-文件资料”中下载，还未完成经费使用“负面清单+包干制”制

度备案备案的单位请抓紧时间完成备案，未完成备案将无法正常申报项目。

B. 省基金项目申报相关问题

1. 省基金包括哪些项目类型？

答：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简称省基金）包括如下项目类型：

（1）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提升项目、杰出青年项目、卓

越青年团队项目。

（2）区域（省市）联合基金（粤穗、粤深、粤佛、粤莞、粤惠）：青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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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地区培育项目、重点项目、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

（3）省企联合基金：①省企（医药）联合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②

海上风电联合基金：面上项目、重点项目。

2022年共发布了四批次省基金指南，每批次基金只能申报项目 1 项。例如，

省自然科学基金一年度只能在面上项目、青年提升项目、杰出青年项目、卓越青

年团队项目中选择 1项申报。以此类推。

2. 同一年度只能提交 2 项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申请，哪些是同一

年度？

答：“同一年度”指的是申报指南上规定的年度。例如：“关于组织申报 2022

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海上风电联合基金项目的通知”，则该联合

基金的年度是 2022年。

目前省基金项目类型中，仅省自然科学基金是当年度申报，下一年度立项，

例如：2022 年申报 1 项 2023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纳入 2023 年度只能

提交 2项项目申请的限制。其余基金都是当年度申报，当年度立项。请申报时注

意查看申报指南，合理安排申报。

3. 申请人在研主持的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基金等）达到 3 项或在研主持

的省基金项目达到 2 项，不得申报，怎么算“在研主持”？

答：项目验收申请书提交至“待专业机构审核”，该项目即不算在研。广东

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会自动限制。

4. 申请人须为单位全职在岗人员，可以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答：根据指南要求，申请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由单位统一审核把关，

不要求在系统上传在职证明等材料；申请青年提升项目、杰出青年项目和卓越青

年团队项目，须在系统上传申请人在职证明材料，在职证明可以是劳动合同、社

保证明、个税证明或单位（或人事部门）加盖公章的在职证明等其中之一即可，

上述材料应注意要体现申请人、所在单位、时间期限等。另外以劳动合同为证明

材料的，合同聘用期限不要求覆盖项目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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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面上项目申报相关问题

面上项目实行单位限项申报。

1. 面上项目实行限项申报，怎么查询单位限项额？

答：各单位可申报的面上项目数可由单位管理员登录阳光政务平台，在“申

报管理-申报限额管理”中查询。

2. 面上项目实施期一般不超过 3 年，申请人可以写 2 年吗？

答：面上项目期限一般为 3 年，申请人可以填写 2~3年，但一般不得少于 2

年。

3. 申请人在研主持（申报开始日前已立项且尚未批复结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不超过 2 项，在研 2 项的能不能申报？

答：可以申报。

4. 在站博士后申请面上项目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在站博士后人员可以申请面上项目，但应根据剩余在站时间及后期研究

计划安排提前与所在依托单位做好协商，保障后续项目顺利实施。单位也应就博

士后申请项目做好评估，对于无法保障后续项目实施的不得随意推荐。

D. 青年提升项目申报相关问题

青年提升项目青年提升项目主要是对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青年

科技人才给予进一步接续支持，促进青年人才更快成长。青年提

升项目不设单位申报数量限制。

1. 青年提升项目要求申请人应主持过省基金面上类项目（含自由申请项目、博

士科研启动项目、粤东西北创新人才联合培养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并已通过项目验收。

问题 1：已提交验收还未取得验收结论的能不能申请？答：不可申请。

问题 2：通过验收的含义是什么？答：对于验收结论分为通过、结题、不通

过的省基金项目，仅验收结论为“通过”的方可申请；对于其他项目验收结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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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述区分的，以代表验收通过的验收结论为准，比如验收结论仅分为结题和不

通过的，结题即视为验收通过。

问题 3：申请人主持过 2 项及以上省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或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目前有 1项已通过验收，仍有 1 项在研，能不能申请

青年提升项目？答：可以。

问题 4：主持过其他省级面上项目或青年基金项目并已通过验收的能不能申

请？答：不能申请。

2. 项目申报截止日前，对于不得申请青年提升项目的情形如何理解？

问题 1：已获得国家级科技计划、基金项目支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项目除外）包括哪些？

答：主要包括国家科技部立项的科技计划项目（含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课题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数学天元基金天元数学中心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点国际合作研

究项目、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以及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集成项目等。一般来说，国家科技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的资助强度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属于已

获得国家级科技计划、基金项目支持的。

问题 2：已获得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支持的，包括哪些？

答：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及其他同层次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其他同层次国家人才计划项目以国家有关部

委下达的人才项目通知为准，具体可向所在单位咨询。

问题 3：已获得省级重点、重大类科技计划项目（含专项、基金等），以及

省基金地区培育项目支持的，包括哪些？

答：省级重点、重大类科技计划项目主要指省科技部门立项的任务书中项目

类别为重点、重大类的科技计划项目，如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省基础研究重大

项目；省基金重点项目、重大基础研究培育项目、研究团队项目等。粤桂联合基

金重点项目、粤港澳数学应用中心项目属于省级重点项目。

问题 4：已获得省级人才计划项目支持的，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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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包括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省级人才计划项目（以省委组织下

达的省重大人才工程项目通知为准），具体可向所在单位咨询。

E. 杰出青年项目申报相关问题

杰出青年项目的定位是为我省基础科研发展培育选拔出一批优

秀杰出青年科技人才。杰出青年项目不设单位申报数量限制。

1. 哪些人不能申报杰出青年项目？

答：按照申报指南规定，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杰出青年项目：

①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入选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及其他同层次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其他同层次国家

人才计划项目以国家有关部委下达的人才项目通知为准，具体可向所在单位咨

询。

②已获得省级更高层次人才计划支持的。如省重大人才工程团队、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项目获得者，具体人才计划类型以省委组织下达通知为准；

③正在承担同层次省级青年人才计划的。如省重大人才工程的青年人才项目

等，具体人才计划类型以省委组织下达通知为准；

④广东省基金研究团队项目协调人（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可以申报）、广东

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获得者；

⑤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人员；

⑥因发生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被取消其作为申报主

体承担和参与省级科技计划任务资格的。

另外，对于获得过外省杰青项目支持的申请人，如目前仍在支持期内的不能

申报，如支持期已结束可以申报。申请人应为广东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

员。

2. 申请人具有从事省部级（含）以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的经历，是否要

求主持？参与项目可以吗？省部级（含）以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包括哪些

类型的项目？

答：从事项目经历包括主持和参与。省部级（含）以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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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是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的基础研究、基金类项目；省科

技厅、工信部、教育部等立项的基础研究类项目。具有国外或港澳地区同等级别

类型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经历的视为具有省部级以上基础与应用基础研

究项目经历。

F. 卓越青年团队项目申报相关问题

卓越青年团队项目旨在支持一批杰出青年人才组建和带领团队

开展前沿探索性研究，培育一批卓越青年团队。卓越青年团队项

目不设单位申报数量限制。

1. 卓越青年团队项目申请人须主持过省基金杰出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或曾获得过国家、省内同层次青年人才计划支持，并已

通过验收（须在附件上传项目验收证明材料）。

问题 1：申请人须要同时主持过省基金杰出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吗？

答：不需要。上述提到的主持过的项目经历均为“或”的关系，主持过其中

之一并已通过验收即可。

问题 2：申请人获得过上述两项以上项目支持，其中一项已通过验收，另一

项仍在研中，是否可以申报？

答：可以申请。

问题 3：国家、省内同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包括哪些？

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同层次的国家级青年人才计

划，以国家组织部门下达的人才项目通知为准；省内同层次的主要指省重大人才

工程的青年人才项目，具体人才计划类型以省委组织下达通知为准。具体可向所

在单位咨询。

问题 4：部分人才项目无验收文件或相关证明材料属内部材料不能提供怎么

办？

答：可由单位或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相关证明，证明信息应包括该申请人获得

支持的期限，是否已按要求完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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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卓越青年团队项目，如何理解？

问题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卓越青年团队项目，是只针对申请人还

是包括团队核心成员？

答：是指项目申请人。

问题 2：已获得国家级重大类科研项目，或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省基础研

究重大项目支持的，包括哪些？

答：获得过国家级重大类科研项目主要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数学天元基金天元数学中心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联合基金集成项目等的项目负责人。

问题 3：作为核心成员或一般成员参与申请了卓越青年团队项目，还可以申

请今年的其他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类型吗？

答：符合条件可以申请。

问题 4：卓越青年团队项目的参与人员是否计入限项？

答：不计入。

问题 5：同一人可以同时参与多个卓越青年团队项目申请吗？

答：不可以。

问题 6：今年作为核心成员申请卓越青年团队项目，如获得立项支持，明年

能否作为负责人申请卓越青年团队项目？

答：不可以。支持期结束后可以，但所组建研究团队和研究内容方面不得与

原参与团队雷同。

问题 7：今年作为一般参与人员申请卓越青年团队项目，如获得立项支持，

明年能否作为负责人申请卓越青年团队项目？

答：可以，但申请人所组建团队和研究内容方面不能与原参与团队雷同。

问题 8：正在作为核心成员承担省重大人才工程团队项目的不可以申请卓越

青年团队项目，是否可以同时作为核心成员申请卓越青年团队项目？

答：不可以。支持期结束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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