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黑龙江省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书 

(    年度) 

一、 候选人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候选人姓名  

籍    贯  性    别  民    族  贴 

照 

片 

处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党    派  职    称  职    务  

院    士 是/否 当选时间  从事专业  

学科分类

名称 

1  代    码  

2  代    码  

3  代    码  

工作单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提名单位联系人  电    话  

提名单位意见： 

本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提名书内容及

全部附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本项目符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

提名资格条件，提名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

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 

本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

单位部门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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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候选人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专家） 

候选人姓名  

籍    贯  性    别  民    族  贴 

照 

片 

处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党    派  职    称  职    务  

院    士 是/否 当选时间  从事专业  

学科分类

名称 

1  代    码  

2  代    码  

3  代    码  

工作单位 

名    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提名专家 

意见 

专家姓名 单         位 

责任专家  

  

（提名专家意见依责任专家意见简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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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和工作简历 

 年   月 至    年   月 工  作  单  位（学校） 职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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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选人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请如实客观地填写候选人为我省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做的创造性工作；简明扼要表述以候选人

为主完成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要点，在学科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做出的突出

贡献；对近 5 年的主要工作和贡献单列成段表述；总字数不超过 5000 字。注：请以附表形式列出不

超过 10个代表性课题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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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候选人论文或专著发表情况 

（不超过 20 篇） 

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年卷页码 

（xx年 xx卷 

xx页） 

发表时间（年

月 日） 

作者（基于论

文的全部作者

进行填写） 

SCI

他引

次数 

他引

总次

数 

附件号 

1         

2         

3         

4         

5         

„„         

总     计    

承诺：知识产权归国内所有且无争议。以下情况和规定已向所有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作者明确告知并征得同意：①上述论文专著用于提名 2019年度黑

龙江省最高科学技术奖；②黑龙江省科技奖获奖项目所用论文专著不得再次参评；③未获奖项目所用论文专著再次参评须隔一年。其中，未列入项目主要

完成人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含共同第一作者、共同通讯作者）已出具知情同意书面签字意见，与其他作者的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因未如实

告知上述情况而引起争议，且不能提供相应存档备查的证据，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处理。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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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候选人论文或专著被引用情况 

（对应上述第四部分发表论文或专著情况填写） 

序号 被引代表性论文或专著序号 引文名称  引文作者 引文刊名 
引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1      

2      

3      

4      

5      

6      

7      

8      

„„      



7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六、候选人曾获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及排名 授奖单位 

     

     

     

     

     

     

     

     

     

     

（请按照科技奖励及荣誉称号的影响大小，顺序填写，不超过 2 项） 

本表所填科技奖励及荣誉称号是指： 

1．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和省部级以上的荣誉称号、表彰； 

2．其他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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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本表所填知识产权指在国内外获得的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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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 

候选人工作单位  

候选人

联系人 

姓名  电子邮箱  

手机  固定电话  传真  

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名：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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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附件 

1. 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 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及专著 

3．他人引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 

4．知识产权证明 

5．重要获奖证书 

6．候选人近期标准照片及工作照片各 1 张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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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书》填写要求 

第一部分 总体要求 

《黑龙江省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书》是省最高科学技术奖评审的基础文件和主要评

审依据，原则上应由提名者提供，以第三人称表述。提名者应根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

励工作办公室当年提名通知，按照本文要求认真填写提名书，并按照后文《省科学技术

奖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对照检查。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项目不予提交评审，提

名书退回提名者。 

第二部分 具体要求 

《黑龙江省最高科学技术奖提名书》按结构分为主件和附件，按提交方式分为电子

版和纸质版。 

电子版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八部分）和附件（第九部分），须按要求填写和上

传。主件第三、四、五部分的页面大小为 A4（高 297 毫米，宽 210 毫米，以提名系统

提供下载的模版为准），主件内容所用字号不小于 5 号字，标题和图表文字格式自行设置

（建议以黑体、仿宋、楷体为主）。 

纸质版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八部分）和附件（第九部分）。主件从提名系统中

直接生成并打印，内容应与电子版提名书相关内容完全一致。提名书主件和附件装订成

册（单双面不限），纸张规格 A4，竖向左侧装订，以“一、候选人基本情况”作为首页，

不要另加封面。 

提名书主件不超过 20页，附件不超过 40 页。 

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一、候选人基本情况 

1．院士：如果不是，请填“否”；如果是，请注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或者两院院士。 

2．联系电话：应在联系电话号码前写明区号。 

3．学科分类名称：应根据从事专业在提名系统中选择相应学科，按重要程度依次填

写，最多可以填写 3 个学科名称。原则上应填写至三级学科，如三级学科无法准确涵盖

其从事专业，可填写至二级学科（可分属不同一级学科）。 

4.提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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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单位提名意见应由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机构公章。市（地）人民政府提名

的，应由其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科技主管部门公章。 

提名专家意见，由报奖人依据提名专家意见表纸质版内容，在系统中选择相应提名

专家，排列第一的为责任专家，依据责任专家意见在系统中简写提名意见，并上传所有

提名专家意见表原件。 

二、学习和工作简历 

学习简历从候选人接受的大学以上的教育情况开始，工作简历从参加工作时间开始，

本部分简历依据候选人学习和工作经历时间顺序填写。 

三、候选人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本栏目是评价候选人是否符合省最高科学技术奖授奖条件的重要依据。请如实客观

地填写候选人为我省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所做的创造性工作；简明扼要表述以候选人为主

完成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要点，在学科发展、推动行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做

出的突出贡献；对近 5 年的主要工作和贡献单列成段表述；总字数不超过 5000 字。（请

以附表形式列出不超过 10个代表性课题或成果）。 

建议从以下方面叙述：候选人在当代科技前沿工作情况；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方面取得的系列或者重大发现，对学科理论的丰富和拓展，对该学科或者相关学科领

域的突破性发展的推动，国内外同行评价情况，以及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的

贡献；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取得的系列或重大技术发

明，对科技成果转化和实现产业化的推动，对该领域技术的跨越发展和产业结构变革的

促进，创造的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以及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作出

的贡献；候选人的科学道德、敬业精神，治学态度和学术作风；在教书育人、团队建设

等方面的情况。 

四、候选人论文或专著发表情况  

指候选人论文或专著发表概况。请上传论文首页及检索证明，建议 20 篇以内。 

五、候选人论文或专著被引用情况 

指候选人在第四部分列出曾发表的论文或专著被他人引用情况，请按照引文的学术

影响程度，顺序填写，并注明对应被引论文或专著的序号。 

六、候选人曾获奖励情况 

本栏目的奖励是指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和省部级以上的荣誉称号、表彰；其他有重

要学术影响的科技奖励。请如实完整地填写到相应栏目中，颁发时间只填至“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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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科技奖励及荣誉称号的影响大小，顺序填写，不超过 2项。 

七、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本栏目的知识产权指在国内外获得的专利、计算机软件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 

对于授权发明专利，知识产权类别填写发明专利，然后依次填写发明名称，国家（地

区），专利号，授权公告日，专利证书上的证书号，专利权人，发明人。 

对于其他知识产权，根据实际情况填写相应栏目，发明人一栏可不填，建议 30个以

内。 

八、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 

候选人联系人：指候选人的秘书，或是候选人单位科研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等。 

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指候选人所在工作单位对其的评价意见，并应由负责人签名

（特殊情况下，可由负责人委托指定人签名并出具书面委托书），在单位盖章处加盖单位

公章。建议 1000 字以内。 

九、附件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提供经提名专家签字的提名意见表原

件。 

2.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候选人在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专著中发表的重

要论文及专著的首页及版权页复印件。 

3.他人引用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候选人提交的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重要论文、

专著中密切相关内容部分的复印件。 

4．知识产权证明：候选人在国内外获得的专利、计算机软件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的

授权书。 

5．重要获奖证书：有代表性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6．照片：候选人近期标准照片及工作照片各 1张。 

7．其他：有助于评价候选人的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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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提名书 

（  年度） 

一、 项目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专业组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提名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提名单位意见： 

本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

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本项目符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提名资格条件，

提名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 

本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单位部

门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科分类 

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代码  

三级学科  代码  

所属国民 

经济行业 
 

代表性论文(著)最

近一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重点 

产业 
 所属技术领域  

项 

目 

来 

源 

国家计划

(基金) 部委计划 省科技计划 厅/市计划 横向合作 自选 

 

 黑龙江省

科技计划

(基金) 

计划(基金) 

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 (合同) 

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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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一、 项目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专家） 

专业组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手机  

提名专家 

意见 

专家姓名 单         位 

责任专家  

 
 

  

（提名专家意见依责任专家意见简写） 

 

 

 

年   月   日 

学科分类 

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代码  

三级学科  代码  

所属国民 

经济行业 
 

代表性论文(著)最

近一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重点 

产业 
 所属技术领域   

项 

目 

来 

源 

国家计划

(基金) 部委计划 省科技计划 厅/市计划 横向合作 自选 

 

 黑龙江省

科技计划

(基金) 

计划(基金) 

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 (合同) 

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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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二、项目简介 

概述表中的内容（限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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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研究内容 

 

 

 

 

 

 

 

 

2．发现点 

 

 

 

 

 

 

 

 

3．发现点的科学价值（发现的重要性，理论学说上的创见和研究方法、手段的创新程

度，推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及分支学科发展的作用，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4．第三方评价的结论 

 

 

 

 

 

5．与本项目主要发现点有关的论文共发表多少篇，其中 SCI收录多少篇，EI收录多少

篇；他引总次数多少次，其中 SCI 他引次数多少次，EI 他引次数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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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科学发现 

此项是提名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评价项目、遴选专家、处理异议的重要依据。应围

绕代表性论文（著）的核心内容，准确、完整地阐述重要科学发现。 

各项科学发现按重要性排序，阐述前应首先说明该发现所属的学科分类名称、支持

该发现成立提交的代表性论文或专著的附件序号。（限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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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评价 

围绕科学发现点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度以及推动学科发展

的作用进行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评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国内外同

行在重要学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等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国内

外重要科技奖励等，非公开资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每项评价注明支

持成立提交的附件序号。（不超过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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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性论文(著)  

序

号 
论文（著）名称 刊名 作者 

附件

号 

影响

因子 

年卷页码

（xx 年 xx

卷 xx 页） 

发表时间

(年月日) 

是否

国内

完成 

SCI

他引

次数 

EI他

引次

数 

他引

总次

数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21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六、上述代表性论文被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 

序

号 
被引论文（著）名称 刊名 

附件

号 
引文名称  刊名 作者 

引文发表时

间（年月日） 

影响

因子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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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序

号 
授权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

类型 

授权国家

（地区） 
授权号 

附件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授权发明专利总计

（项）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

总计（项）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提名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

入项目主要完成人、权利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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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项目研究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

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本表只能填写以下科技奖励： 

1．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2．经登记备案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  

3．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授予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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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所学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项目

起始时间 

参加项目

终止时间 
承担责任与分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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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一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人  联系人  手机  

声明： 

本人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且

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

理。 

 

第一完成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一完成单位

（全称）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单位性质  传    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

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

调查处理。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其他完成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没有公章无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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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书面版附件目录 

（按如下类别，逐一排列每一个书面版附件，格式为：“序号．附件名称”，要求与提名

书中相应栏目列出的支持附件号相互对应）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 篇） 

3．上述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不超过 8 篇） 

4．检索报告结论 

5．其他证明 

6．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目录（表样同表五） 

7．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他引文目录（表样同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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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提名书》填写要求 

(  年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提名书》是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评审的基础

文件和主要评审依据，应严格按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今年提名通知，按提名书规

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的要求，如实、全面填写，否则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类)提名书》包括电子版提名书和书面提名书两种形

式。电子版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一部分）和附件（第十二部分）两部分，主件

部分通过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填写，附件通过奖励管理系统指定的网页上传。 

书面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一部分）和附件（第十二部分）两部分，主件从

提名系统中直接生成并打印，内容应与电子版提名书相关内容完全一致。打印出《黑龙

江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和所有附件材料（原件），提名书的附件中提名专家意见表必须

是原件，其他附件如不能提供原件，可提供复印(扫描)件，但提供的原件复印(扫描)件须

经提名单位审核，注明“经审核与原件相同”并加盖公章。为了减少材料的篇幅，书面

版提名书和附件（除提供的原件外）必须双面打印和复印。页面大小为 A4（高 297 毫米，

宽 210 毫米），主件内容所用字号不小于 5 号字，竖装，左边为装订边（便于拆装），装

订后不要另外附加封面。 

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专业组：按照申报人选择的学科分类名称及代码，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根据《黑

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专业评审组评审范围》的学科分类，自动选择专业组。 

2．成果登记号：在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列出的登记号中选择。如果是多个成果集成

报奖，请选择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成果登记号。 

3．项目名称：应当围绕代表性论文的核心内容，准确地反映科学发现的主要研究内

容和特征，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0 个汉字。 

4．提名单位联系人、电话、手机：是与提名单位联系的重要信息，应当填写齐全，

准确。 

提名单位提名意见应由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机构公章。市（地）人民政府提名

的，应由其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科技主管部门公章。 

提名专家意见，由报奖人依据提名专家意见表纸质版内容，在系统中选择相应提名

专家，排列第一的为责任专家，依据责任专家意见在系统中简写提名意见，并上传所有

提名专家意见表原件。 

5．学科分类名称及代码：是评审工作中遴选评审专家的主要依据，是奖励管理系统

确定提名项目评审专业组的重要数据。应以提名项目的《重要科学发现》为依据，原则

上应与《重要科学发现》中所列的前三项科学发现所属学科名称和顺序完全一致，不得

超过 3 个。在奖励管理系统中按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列出相应的学科名称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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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中选择。 

6．所属国民经济行业：按提名项目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的相应门类，在奖励管理系统

中按国家标准《GB/T 4754-2011》列出相应的行业名称和代码中选择。 

7．代表性论文（著）最近一篇发表时间：以《代表性论文（著）目录》中，最近发

表的一篇论文发表时间为准。 

8．所属重点产业：应以提名项目的《重要科学发现》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

出的重点产业名称中选择。 

9．所属科学技术领域：应以提名项目的《重要科学发现》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

中列出的科学技术领域中选择。 

10．项目来源：按提名项目的归属选择。 

A、国家计划（基金）：指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国家

基金资助的项目。 

B、部委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国务院各部委或中央机关团体下达的任务。 

C、省科技计划：指正式列入黑龙江省各类科技计划（基金）的项目。 

D、市/厅计划：指正式列入我省市（地）、省直厅局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 

E、横向合作：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以“委托”、“ 协作”、“参股”等方

式并以合同、协议等为依据承担的横向任务。  

F、自选：指基层单位提出或科研人员提出经所在单位批准自行研究或开发的项目，

或者由社会公民自行研究或开发的项目。 

如果报奖项目来源于国家计划、地方计划等多方资助，请按最高一级选择。如果请

奖项目来源于其他单位承担的国家或省、部(委)、市（地）、省直厅局计划，将其一部分

委托给本单位，此项目来源应选国家或省、部(委) 、市（地）、省直厅局计划，而不按“横

向合作”类课题选择。 

11．黑龙江省科技计划（基金）：指列入省各类科技计划（如攻关计划、火炬计划、

成果推广计划等）或者省各类基金（如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

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的项目，要在本栏中详细写明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

项目名称和合同编号。  

12．项目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形式开始研究的日期；

完成时间指本项目提交的最近一篇代表性论文（专著）发表时间。 

二、项目简介 

该内容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主要内容，应包含项目主要研究内容、发现

点、科学价值、同行引用及评价等内容。要求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重要科学发现 

该内容是提名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评价项目、遴选专家、处理异议的重要依据。重

要科学发现是项目科学研究内容在创造性方面的归纳提炼，应围绕代表论文的核心内容，

准确、完整地进行阐述并按重要性排序。每项科学发现阐述前应首先说明该发现所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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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分类名称、支持该发现成立提交的代表性论文或专著的附件序号。 

凡涉及该项研究实质内容的说明、论证及实验结果等，均应得到提交论文或他人引

文的支持。 

内容不超过 5 页 

四、第三方评价 

围绕科学发现点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度以及推动学科发展

的作用进行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评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国内外同

行在重要学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等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国内

外重要科技奖励等，非公开资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每项评价注明支

持成立提交的附件序号。 

内容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五、代表性论文（著） 

支持本项目主要发现成立的代表性论文（著）（不超过 8 篇），该论文（著）仅限于

国内立项的科学研究成果，所列论文（著）应按重要程度排序。要求提交的论文（专著）

应公开发表二年以上（以发表时间距今年 2 月 28 日计算）。 

论文发表时间可以以论文所刊登正式刊物在线论文发表时间计算，但应提交发表时

间的证明。 

六、上述代表性论文被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 

应突出本项目代表性论文、专著的研究内容被国内外同行在国际学术会议、公开发

行的学术刊物以及专著中他引的引文（不超过 8 篇，发表时间不限）。重点突出代表性论

文（著）被他人引用和公认情况。要求按代表性论文顺序排列引文。 

他人引用，是指本项目提交的代表性论文所涉及论文作者之外的其他学者的引用。

代表性论文（论著）中所列全部作者之间的引用，均属于自引，不得列入。 

七、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对所提供的知识产权及相关证明必须符合： 

1．所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必须与提名项目密切相关，必须是授权的专利、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以及植物新品种权等。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不能作为取

得专利的证明。 

2．提名项目所使用的自主知识产权证明中，如专利持有人不是被提名项目主要完成

人员，属职务发明的须征得专利权所属单位的同意，非职务发明的须征得相关持有人的

同意使用本专利申请省科技奖，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附在书面版附件的其他证明中。 

3.本表所列知识产权用于被提名奖励的情况，应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权利

人的同意，并由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名承诺。 

不得在此栏目中填写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国家秘密的内容。 

本表指直接支持本项目已授权的知识产权证明。 

1．授权项目名称：严格按附件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的项目名称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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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产权类别：1.发明专利权；2.实用新型专利权；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4.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权；5.植物新品种权等其他。 

3．授权国家（地区）：1.中国；2.美国；3.欧洲；4.日本；5.中国香港；6.中国台湾；

7.其他。 

4．授权号/附件号：严格按附件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的授权号填写，并标注该证明在

《书面版附件目录》中对应的附件号。 

八、本项目研究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应填写本项目《重要科学发现》中的科学发现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

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经科技部批准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

设立的科技奖励，我省经登记备案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情况。 

九、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依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相关规定，所列的完成人应为中国公民。完成

人排序应按照贡献大小从上到下顺序排列，所列的完成人应当是提名书提交的代表性论

文或专著主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在代表性论文中有署名。排名在前三位的完成人应当

在提名书提交的代表性论文或专著的前三名作者中出现过。 

主要完成人员排序，姓名、工作单位名称是项目获奖后打印获奖证书的依据，填写

时必须经本人，单位领导确认无误，否则后果自负。 

第一完成人须列在主要完成人员名单的首位。 

十、第一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按表格内容逐项填写，要求填写年月日。 

第一完成人认真阅读声明，确认无误后本人签字。 

没有第一完成人签字即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第一完成单位认真阅读声明，确认无误后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 

单位性质：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单位性质中选择。单位性质包括：转制研究院

所、非转制研究院所、学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军队、其他。 

其他完成单位要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没盖章无效）。 

第一完成单位没有签字、盖章的项目即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十一、书面版附件目录 

按如下类别，逐一排列每一个书面版附件，要求与提名书中相应栏目列出的支持附

件号一一对应，格式为：“序号，附件名称”。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 篇）； 

3．上述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不超过 8 篇）； 

4．检索报告结论； 

5．其他证明。 

6．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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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他引。 

十二、提名专家意见  

由提名专家每人填写一份，要求：根据项目创造性特点，科学技术水平和应用情况

并参照技术发明类科技奖励的条件写明提名理由和结论性意见，提名意见必须有专家本

人签名才有效。 

十三、附件  

附件由提名项目的各类证明文件及相关佐证材料组成，要将附件系统整理列出，以

便查阅。 

附件包括：代表性论文、专著，他人引用代表性论文、专著，检索报告及其他证明

等材料，书面版附件和电子版附件的具体要求如下： 

1．书面版附件：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提供经提名专家签字的提名意见表原

件。 

（2）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的代表性论文、论著，论文提交首页，专著

提交版权页，总数不超过 8 篇（张）。论文首页如果页眉、页脚没有期刊相关信息的需提

供期刊首页和目录。 

（3）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引文、专著的引用页，总数不超过

8 篇（张）。  

（4）检索报告：只提供本项目代表性论文、专著他人引用检索报告结论，自引（含

课题组内）的引用不得列入。 

（5）其他证明：指支持本项目创造性内容及项目完成人贡献的其他学术性旁证材料，

如：鉴定（验收）证书（报告），授权知识产权（发明专利、植物新品种登记等）的证书。

鉴定（验收）证书（报告）提供首页、结论页、完成单位页、完成人员页、鉴定（验收）

专家名单页。 

（6）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目录。 

（7）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他引情况。 

书面版附件不超过 40 张纸。 

2．电子版附件 

电子版附件要求不超过 40 个，1 页以上的附件要形成 PDF 文件（包括代表性论文和

代表性论文的引文），1 页的附件可形成 JPG 或 PDF 文件。要求一个 PDF 文件或 JPG 文

件只能有一个独立内容。每个电子版附件在奖励管理系统中《附件上传》页面的相应栏

目，逐一上传，不可形成压缩包上传。注意每个电子附件上传后，要确保能正常打开，

图片要清晰，尺寸要大于 1024×768。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扫描上传经提名专家签字的提名意见

表原件。可提交 JPG 或 PDF 文件。 

（2）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的代表性论文、论著。论文提交全文，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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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首页、版权页、文献页及核心内容原文，总数不超过 8 篇。要求一篇论文形成一个

PDF 文件。 

（3）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引文、专著。引文提交首页和引用

页、文献页，专著提交首页、版权页及引用页、文献页，总数不超过 8 篇。要求提交 PDF 

文件，一篇引文形成一个 PDF 文件。 

（4）检索报告：应与书面版附件材料一致，提交 JPG 或 PDF 文件。 

（5）其他证明：应与书面版附件材料一致，1 页以上要求提交 PDF 文件，1 页可提

交 JPG 或 PDF 文件。 

（6）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目录，提交 word

文件。 

（7）除 8 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以外，其他和主要发现点有关论文他引文目录，提交

word 文件。 

注意：不要提供与提名书内容无关的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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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提名书 

（  年度） 

一、 项目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专业组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提名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提名单位意见： 

本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

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本项目符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提名资格条件，

提名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 

本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单位部

门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科分类 

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代码  

三级学科  代码  

所属国民 

经济行业 
 

代表性论文(著)最

近一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重点 

产业 
 所属技术领域  

项 

目 

来 

源 

国家计划

(基金) 部委计划 省科技计划 厅/市计划 横向合作 自选 

 

 黑龙江省

科技计划

(基金) 

计划(基金) 

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 (合同) 

书编号 

 

项目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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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专家） 

专业组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手机  

提名专家 

意见 

专家姓名 单         位 

责任专家  

 
 

  

（提名专家意见依责任专家意见简写） 

 

 

 

年   月   日 

学科分类 

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代码  

三级学科  代码  

所属国民 

经济行业 
 

代表性论文(著)最

近一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重点 

产业 
 所属技术领域   

项 

目 

来 

源 

国家计划

(基金) 部委计划 省科技计划 厅/市计划 横向合作 自选 

 

 黑龙江省

科技计划

(基金) 

计划(基金) 

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 (合同) 

书编号 

 

项目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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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概述表中的内容(限 1000字) 

1．主要研究内容 

 

 

 

 

 

 

 

 

 

2．发明点 

 

 

 

 

 

 

 

3．发明的科学价值（发明的重要性，创新的程度，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先进程度，对本

行业的影响） 

 

 

 

 

 

 

 

 

4．第三方评价的结论 

 

 

 

 

 

 

 

5．与发明点有关的论文共发表多少篇，其中 SCI收录多少篇，EI收录多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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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技术发明 

该内容是提名项目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项目、遴选专家、处理异议的主要依据。

主要技术发明应以核心知识产权证明为依据，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技术

内容中前人所没有的、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技术，客观、详实地对比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

的主要参数、效益及市场竞争力等。 

各项技术发明按重要程度排序，且每项技术发明阐述前应首先准确标明该发明所属

的学科分类名称、该发明已取得的知识产权授权情况，支持该项发明的旁证附件号。对

于核心技术未取得授权知识产权的项目不得提名。（限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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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评价 

第三方对提名项目技术内容等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如国家相关部

门的技术检测报告、鉴定结论、验收意见，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

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内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对本项目主要发明点的技术性和学

术性评价意见，每项评价注明支持成立提交的附件号。（不超过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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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性论文(著)  

序

号 
论文（著）名称 刊名 作者 

附件

号 

影响

因子 

年卷页码

（xx 年 xx

卷 xx 页） 

发表时间

(年月日) 

是否

国内

完成 

SCI

他引

次数 

EI他

引次

数 

他引

总次

数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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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转化推广应用情况  

转化推广应用情况应就提名项目生产、转化、应用、推广等情况进行概述(限 200 字) 

要求提供证明提名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点首次正式应用已二年以上（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

在行政审批后应用二年以上）的旁证材料（以今年 2 月 28 日计算），原则上所列应用单

位不超过 10 个。 

 

序

号 
应用单位名称/附件号 应用技术名称 

应用的起止

时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电话 

新增利润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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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和社会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总投资额  回收期（年）  

近三年情况 新增利润 创收外汇（万元美元） 节支总额 

年    

年    

年    

合    计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必须依据提供的应用证明填写表中的数据) 

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总投资额  回收期（年）  

近三年情况 新增利润 创收外汇（万元美元） 节支总额 

年    

年    

年    

合    计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必须依据提供的应用证明填写表中的数据) 

社会效益（限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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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序

号 
授权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

类型 

授权国家

（地区） 
授权号 

附件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授权发明专利总计

（项）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

总计（项）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提名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

入项目主要完成人、权利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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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项目研究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

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本表只能填写以下科技奖励： 

1．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2．经登记备案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  

3．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授予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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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所学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项目

起始时间 

参加项目

终止时间 
承担责任与分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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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一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人  联系人  手机  

声明： 

本人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且

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

理。 

 

第一完成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一完成单位

（全称）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单位性质  传    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

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

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

调查处理。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其他完成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没有公章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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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报项目产业化运行情况 

 

（一）成果基本情况 

1．成果体现形式（多选）： 

学术论文/专著  标准  专利  软件著作权  工艺  产品  材料  装备 

农业、生物品种 矿产品种      新药 

2．主要应用行业名称（多选）：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成果是否属于高新技术领域：是 否 

成果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填报： 

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医药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新材料技术 

高技术服务业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资源与环境技术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 

4．成果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 否 

成果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填报：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数字创意 

5．成果属性：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6．成果成熟度： 

实验室阶段  小试阶段  中试阶段  孵化或试生产阶段  产品阶段  商品

阶段 

（二）成果转化情况 

成果是否转化 是 否 

1．已转化填报：（单选）                                            

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近三年情况 投资金额（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转让（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受让单位名称 转让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许可（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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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情况 被许可单位名称 许可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开发（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委托单位名称 开发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咨询（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委托单位名称 咨询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服务（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委托单位名称 服务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提供协议或合同）： 

近三年情况 共同实施转化主要内容（限 50字） 

        年  

        年  

        年  

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提供协议或合同）： 

近三年情况 作价投资金额(万元) 折算股份或出资比例占(%) 

        年   

        年   

        年   

合  计   

２．未转化填报： 

（1）按资金、技术、市场、管理、政策因素等问题，说明未转化原因（限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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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后打算采取的成果转化方式（单选） 

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

术服务 

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三）成果产业化情况 

成果是否产业化  是 否 

1．已产业化填报： 

（1）成果生产方式： 

省内他人生产  省外他人生产  省内自行生产  省外自行生产 省内委外生产 

省外委外生产  省内外协生产  省外外协生产 

（2）投资规模：      万元 

（3）销售收入及利润： 

近三年情况 销售收入（万元） 利润（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4）成果是否进一步转化、产业化是 否 

进一步转化、产业化填报： 

①预计经济指标： 

预计投资规模（万元）  预计年销售收入 

（万元） 

 

预计年利润（万元）  

②转化、产业化需要条件： 

天使投资（AI） 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 

其他    请注明        

③成果的融资需求金额：      万元 

2．未产业化填报： 

（1）成果预计生产方式： 

省内他人生产  省外他人生产  省内自行生产  省外自行生产  省内委外生

产 

省外委外生产  省内外协生产  省外外协生产 

（2）预计经济指标： 

预计投资规模（万元）  预计年销售收入 

（万元） 

 

预计年利润（万元）  

（3）产业化需要条件： 

天使投资（AI） 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 

其他    请注明        

（4）成果的融资需求金额：      万元 

（四）依托申报项目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司情况 

依托申报项目是否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司 是 否（提供营业执照附件） 

1．已成立公司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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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编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本 万元 

销售额 2016 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区号） 手机 

负责人     

联系人     

２．未成立公司填报： 

未成立公司原因（限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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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书面版附件目录 

（按如下类别，逐一排列每一个书面版附件，格式为：“序号．附件名称”，要求与提名

书中相应栏目列出的支持附件号相互对应）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知识产权证明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4．应用证明（主要提供重要的、有代表性应用单位的证明） 

5．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 篇） 

6．成果转化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7．成果转化成立公司营业执照 

8．其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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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提名书》填写要求 

(  年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提名书》是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评审的基础

文件和主要评审依据，应严格按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今年提名通知，按提名书规

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的要求，如实、全面填写，否则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类)提名书》包括电子版提名书和书面提名书两种形

式。电子版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三部分）和附件（第十四部分）两部分，主件

部分通过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填写，附件通过奖励管理系统指定的网页上传。 

书面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三部分）和附件（第十四部分）两部分，主件从

提名系统中直接生成并打印，内容应与电子版提名书相关内容完全一致。打印出《黑龙

江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和所有附件材料（原件），按“提名书、附件”的顺序装订成一

册作为原件，提名书的附件中应用证明、提名专家意见表必须是原件，其他附件如不能

提供原件，可提供复印(扫描)件，但提供的原件复印(扫描)件须经本单位或提名单位审核，

注明“经审核与原件相同”并加盖公章。为了减少材料的篇幅，书面版提名书和附件（除

提供的原件外）必须双面打印和复印。页面大小为 A4（高 297 毫米，宽 210 毫米），主

件内容所用字号不小于 5 号字，竖装，左边为装订边（便于拆装），装订后不要另外附加

封面。 

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专业组：按照申报人选择的学科分类名称及代码，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根据《黑

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专业评审组评审范围》的学科分类，自动选择专业组。 

2．成果登记号：在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列出的登记号中选择。如果是多个成果集成

报奖，请选择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成果登记号。 

3．项目名称：应当紧紧围绕核心发明专利的技术内容，简明、准确地反映技术发明

的主要技术内容和特征，项目名称中一般不得用 xx 研究、企业名称等字样。项目名称字

数（含符号）不超过 30 个汉字。 

4．提名单位联系人、电话、手机：是与提名单位联系的重要信息，应当填写齐全，

准确。 

提名单位提名意见应由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机构公章。市（地）人民政府提名

的，应由其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科技主管部门公章。 

提名专家意见，由报奖人依据提名专家意见表纸质版内容，在系统中选择相应提名

专家，排列第一的为责任专家，依据责任专家意见在系统中简写提名意见，并上传所有

提名专家意见表原件。 

5．学科分类名称代码：是评审工作中遴选评审专家的主要依据，是奖励管理系统确

定提名项目评审专业组的重要数据。应以提名项目的《主要技术发明》作为依据，按照

本发明所属专业技术领域进行选择，与《主要技术发明》中所列的前三个学科名称及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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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完全一致，不得超过 3 个学科名称。在奖励管理系统中按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

列出相应的学科名称和代码中选择。 

6．所属国民经济行业：按提名项目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的相应门类，在奖励管理系统

中按国家标准《GB/T 4754-2011》列出相应的行业名称和代码中选择。 

7．主要技术发明点首次应用时间：以提供的应用证明中主要技术发明点首次应用的

应用证明起始应用时间为准。 

8．所属重点产业：应以提名项目的《主要技术发明》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

出的重点产业名称中选择。 

9．所属科学技术领域：应以提名项目的《主要技术发明》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

中列出的科学技术领域中选择。 

10．项目来源：按提名项目的归属选择。  

A、国家计划（基金）：指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国家

基金资助的项目。 

B、部委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国务院各部委或中央机关团体下达的任务。 

C、省科技计划：指正式列入黑龙江省各类科技计划（基金）的项目。 

D、市/厅计划：指正式列入我省市（地）、省直厅局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 

E、横向合作：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以“委托”、“ 协作”、“参股”等方

式并以合同、协议等为依据承担的横向任务。  

F、自选：指基层单位提出或科研人员提出经所在单位批准自行研究或开发的项目，

或者由社会公民自行研究或开发的项目。  

如果报奖项目来源于国家计划、地方计划等多方资助，请按最高一级选择。如果请

奖项目来源于其他单位承担的国家或省、部(委)、市（地）、省直厅局计划，将其一部分

委托给本单位，此项目来源应选国家或省、部(委) 、市（地）、省直厅局计划，而不按“横

向合作”类课题选择。 

11．黑龙江省科技计划（基金）：指列入省各类科技计划（如攻关计划、火炬计划、

成果推广计划等）或者省各类基金（如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

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的项目，要在本栏中详细写明具体计划（基金）的名称、

项目名称和合同编号。  

12．项目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项目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形式开始的日期；

完成时间指整体项目通过鉴定（验收）、审批或正式投产日期。 

二、项目简介 

该内容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主要内容，应按提示内容逐项认真填写，要

求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主要技术发明 

该内容是提名项目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项目、遴选专家、处理异议的主要依据。

主要技术发明应以核心知识产权证明为依据，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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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中前人所没有的、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技术，客观、详实地对比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

的主要参数、效益及市场竞争力等。 

各项技术发明按重要程度排序，且每项技术发明阐述前应首先准确标明该发明所属

的学科分类名称、该发明已取得的知识产权授权情况，支持该项发明的旁证附件号。对

于核心技术未取得授权知识产权的项目不得提名。 

内容不超过 5 页。 

四、第三方评价 

第三方对提名项目技术内容等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如国家相关部

门的技术检测报告、鉴定结论、验收意见，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

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内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对本项目主要发明点的技术性和学

术性评价意见，每项评价注明支持成立提交的附件号。 

内容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五、代表性论文(著)  

支持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成立的代表性论文(著)（不超过 8 篇，发表时间不限），该

论文仅限于国内立项的科学研究成果，所列论文(著)应按重要程度排序。 

六、转化推广应用情况 

转化推广应用情况应就提名项目生产、转化、应用、推广等情况进行概述，要求提

供证明提名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点首次正式应用已二年以上（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在行政

审批后应用二年以上）的旁证材料（以今年 2 月 28 日计算），原则上所列应用单位不超

过 10 个。 

七、经济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该栏中填写的经济效益数字是指实施或应用本项目近三年所取得的

直接、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要填写申报单位近三年开发应用该成果所取得的经

济收入。如果是成果转让获得的收入，需要有成果接受方出据的成果转让费证明。间接

经济效益要填写项目近三年实施应用单位（该“单位”不是省科技奖的请奖单位）取得

的效益。 

经济效益应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旁证材料，如：直接产生效益单位的财务部门核准

出具的加盖财务专用章，法人签字（章），单位公章确认的应用证明，以及院校、科研院

所技术合同收入（合同额和到账额）；企业或其他单位应用本项目技术的产品或服务的质

量和效率提升情况，与项目技术应用有关的销售额，以及节约成本、降低能耗等情况。

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应注明计算方式，并在“其他附件”中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客观

佐证材料。要求只填写近三年本项目已取得的新增效益。《经济效益》填写的数字要与附

件佐证材料的数字相符合。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应写明《经济效益》栏填写的效益数据的计算依据，并对应

用本项目后产生的累计净增效益以及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做出准确概

述。社会公益类和软科学项目可以不填此栏。要求不超过 200 个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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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效益》该提名项目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保障

国家和社会安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及健康水平，人才培养，提高决策科学化、科

学管理水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应扼要做出说明，要求不超过 200 个汉字。 

八、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提名项目已经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是评审技术发明类项目的关键。 

对所提供的知识产权及相关证明必须符合： 

1．所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必须与提名项目所列技术发明点密切相关。作为支撑技术

发明点成立的依据，必须是授权的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以及植物新品种权等。 

2．提名项目所使用的自主知识产权证明中，如发明专利持有人不是被提名项目主要

完成人员，属职务发明的须征得专利权所属单位的同意，非职务发明的须征得相关持有

人的同意使用本专利申请省科技奖，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附在书面版附件的其他证明

中。 

3. 本表所列知识产权用于被提名奖励的情况，应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权利

人的同意，并由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名承诺。 

不得在此栏目中填写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国家秘密的内容。 

本表指直接支持提名项目技术发明点成立已授权的知识产权证明。 

1．授权项目名称：严格按附件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的项目名称填写。 

2．知识产权类别：1.发明专利权；2.实用新型专利权；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5.植物新品种权等其他。 

3．授权国家（地区）：1.中国；2.美国；3.欧洲；4.日本；5.中国香港；6.中国台湾；

7.其他。 

4．授权号/附件号：严格按附件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的授权号填写，并标注该证明在

《书面版附件目录》中对应的附件号。 

九、本项目研究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应填写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中的技术发明点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

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经科技部批准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及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

设立的科技奖励，我省经登记备案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情况。 

十、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依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相关规定，所列的完成人应为中国公民。完成

人排序应按照贡献大小从上到下顺序排列，前三位完成人应为所列主要发明专利的发明

人，其他完成人一般也应有知识产权证明（含论文、论著等）支撑，项目的验收、鉴定

委员不能作为完成人。 

主要完成人员排序，姓名、工作单位名称是项目获奖后打印获奖证书的依据，填写

时必须经本人，单位领导确认无误，否则后果自负。 

第一完成人须列在主要完成人员名单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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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一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按表格内容逐项填写，要求填写年月日。 

第一完成人认真阅读声明，确认无误后本人签字。 

没有第一完成人签字即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第一完成单位认真阅读声明，确认无误后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 

单位性质：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单位性质中选择。单位性质包括：转制研究院

所、非转制研究院所、学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军队、其他。 

其他完成单位要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没盖章无效）。 

第一完成单位没有签字、盖章的项目即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十二、申报项目产业化运行情况 

1．成果体现形式：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

体现形式中可进行多项选择。 

2．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明

确的 8 个产业。8 个产业包含的产品和服务详见《目录》具体内容。 

3．成果属性：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属性

中选择，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4．成果成熟度：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阶

段中选择，包括：实验室阶段、小试阶段、中试阶段、孵化或试生产阶段、产品阶段、

商品阶段。 

5．成果转化方式：按照《黑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的界定，转化方式包括

以下 8 种，分别是技术转让:向他人转让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技术许可:许可他人使用科技

成果；技术开发: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技术咨询:就特

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技术服务:以技

术知识解决特定技术问题；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

实施转化；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转化。 

6．成果转化情况：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

成果转化情况中选择，包括：是、否。已转化成果需在系统中选择不同的转化方式，包

括自行投资实施转化；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与他人

共同实施转化；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未转化成果需在系统中说明

未转化原因及今后打算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成果转化。 

7．委外生产：当企业自己的生产能力不足或者缺乏某种技术的话，就需要把某个工

艺甚至整个产品交给外面的厂商去进行生产，也就是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加工单位，根据

技术要求或需求对物资进行专业加工生产。 

8．外协生产：是指本单位因为设备或技术上的不足，独立完成某项整体制造加工任

务有困难，或者达到相同质量要求所需费用更高，为了确保任务按时完成，及降低成本，

充分利用社会存量资源，向外地或外单位订购或订作部分零部件或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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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使投资（AI）：是指富有的个人出资协助具有专门技术或独特概念的原创项目

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 

10．风险投资（VC）：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

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 

11．私募股权投资（PE）：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私有企业，即非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

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

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 

12．依托申报项目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司情况：依托申报项目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

司时间应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十三、书面版附件目录 

按如下类别，逐一排列每一个书面版附件，格式为：“序号．附件名称” ，要求与

提名书中相应栏目列出的支持附件号相互对应。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知识产权证明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4．应用证明（主要提供重要的、有代表性应用单位的证明） 

5．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 篇） 

6．其他证明 

十四、提名专家意见  

由提名专家每人填写一份，要求：根据项目创造性特点，科学技术水平和应用情况

并参照技术发明类科技奖励的条件写明提名理由和结论性意见，提名意见必须有专家本

人签名才有效。 

十五、附件  

附件由提名项目的各类证明文件及相关佐证材料组成，要将附件系统整理列出，以

便查阅。 

附件包括：知识产权证明、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应用证

明及代表性论文、专著、其他证明等内容，书面版附件和电子版附件的具体要求如下： 

1．书面版附件：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提供经提名专家签字的提名意见表原

件。 

（2）知识产权证明：指本项目已取得的主要证明，包括：授权专利证书、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证明。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指提名项目的鉴定证书，验收

证书（报告）、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和证明，国家对相关行业有审批要求的批准文件等证

明材料如：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压

力容器、标准等。对于涉及有审批要求的项目，必须提交相应的批准文件，且审批时间

http://baike.baidu.com/view/4639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483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811/5041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9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9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9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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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年 2 月 28 日二年以上。鉴定（验收）证书（报告）提供首页、结论页、完成单位页、

完成人员页、鉴定（验收）专家名单页。 

（4）应用证明：指提名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点应用单位提供的应用证明，只提供重要

的、有代表性的应用证明。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必须在行政审批后应用二年以上。必

须使用省奖励办定制的表样，且三章、日期齐全。 

（5）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的代表性论文、论著。论文提交首页，专著

提交版权页，总数不超过 8 篇（张）。论文首页如果页眉、页脚没有期刊相关信息的需提

供期刊首页和目录。 

（6）其他证明：指支持项目技术发明、科技创新、完成人贡献的其他相关证明，包

括旁证本项目技术创新情况和社会影响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公信力的原始数据文件，如

技术产品检测报告等有关证明。 

书面版附件不超过 40 张纸。 

2．电子版附件 

电子版附件要求不超过 40 个，1 页以上的附件要形成 PDF 文件，1 页的附件可形成

JPG 或 PDF 文件。要求一个 PDF 文件或 JPG 文件只能有一个独立内容。每个电子版附件

在奖励管理系统中《附件上传》页面的相应栏目，逐一上传，不可形成压缩包上传。注

意每个电子附件上传后，要确保能正常打开，图片要清晰，尺寸要大于 1024×768。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扫描上传经提名专家签字的提名意见

表原件。 

（2）知识产权证明：按书面版附件的要求扫描上传已取得的主要证明原件。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按书面版附件的要求扫描上传

已取得的主要证明原件。 

（4）应用证明：按书面版附件的要求扫描上传三章和日期齐全的应用证明原件。 

（5）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的代表性论文、论著。论文提交全文，专著

提交首页、版权页、文献页及核心内容原文，总数不超过 8 篇。要求一篇论文形成一个

PDF 文件。 

（6）其他证明：应与书面版附件材料一致，1 页以上要求提交 PDF 文件，1 页可提

交 JPG 或 PDF 文件。 

  



57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提名书 

（  年度） 

一、 项目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机构和部门） 

专业组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提名单位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提名单位意见： 

本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提名书内容及全部附

件材料进行了严格审查，确认本项目符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提名资格条件，

提名材料全部内容属实,且不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 

本单位承诺将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作为单位部

门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学科分类 

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代码  

三级学科  代码  

所属国民 

经济行业 
 

代表性论文(著)最

近一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重点 

产业 
 所属技术领域  

项 

目 

来 

源 

国家计划

(基金) 部委计划 省科技计划 厅/市计划 横向合作 自选 

 

 黑龙江省

科技计划

(基金) 

计划(基金) 

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 (合同) 

书编号 

 

项目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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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适用于提名专家） 

专业组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第一完成单位  

第一完成人  手机  

提名专家 

意见 

专家姓名 单         位 

责任专家  

 
 

  

（提名专家意见依责任专家意见简写） 

 

 

 

年   月   日 

学科分类 

名称 

一级学科  代码  

二级学科  代码  

三级学科  代码  

所属国民 

经济行业 
 

代表性论文(著)最

近一篇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重点 

产业 
 所属技术领域   

项 

目 

来 

源 

国家计划

(基金) 部委计划 省科技计划 厅/市计划 横向合作 自选 

 

 黑龙江省

科技计划

(基金) 

计划(基金) 

名称 

 

项目名称 
 

计划 (合同) 

书编号 

 

项目起止 

时间 
起始：     年     月    日 完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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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简介 

概述表中的内容(限 1000字) 

1．主要研究内容 

 

 

 

 

 

 

 

 

2．创新点 

 

 

 

 

 

 

 

3．创新的科学价值（技术（系统管理）创新重要性，创新的程度，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先进程度，对本行业的影响） 

 

 

 

 

 

 

 

4．第三方评价的结论 

 

 

 

 

 

 

5．与创新点有关的论文共发表多少篇，其中 SCI收录多少篇，EI收录多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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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科技创新 

该内容是提名项目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项目、遴选专家、处理异议的主要依据。

主要科技创新应以支持其创新成立的旁证材料为依据（如：专利、鉴定证书、验收证书

/报告、论文等），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详细技术内容中具有创造性的关

键技术，客观、详实的对比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效益及市场竞争力等，并按其

重要程度排序。 

各项科技创新按重要程度排序，且每项科技创新阐述前应首先准确标明该创新所属

的学科分类名称、支持该项创新的专利授权号、鉴定证书、验收证书（报告）、论文等

相关旁证材料。（内容不超过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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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评价 

第三方对提名项目技术内容等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如国家相关部

门的技术检测报告、鉴定结论、验收意见，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

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内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对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的技术性和

学术性评价意见，每项评价注明支持成立提交的附件号。（不超过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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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性论文(著)  

序

号 
论文（著）名称 刊名 作者 

附件

号 

影响

因子 

年卷页码

（xx 年 xx

卷 xx 页） 

发表时间

(年月日) 

是否

国内

完成 

SCI

他引

次数 

EI他

引次

数 

他引

总次

数 

1            

2            

3            

4            

5            

6            

7            

8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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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转化推广应用情况  

转化推广应用情况应就提名项目生产、转化、应用、推广等情况进行概述(限 200 字) 

要求提供证明提名项目整体技术首次应用已二年以上（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在行政审批

后应用二年以上，软科学项目提供评价证明的评价日期距今二年以上）的旁证材料（以

今年 2 月 28 日计算），原则上所列应用单位不超过 10 个。 

 

序

号 
应用单位名称/附件号 应用技术名称 

应用的起止

时间 

应用单位联

系人/电话 

新增利润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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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济和社会效益 

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总投资额  回收期（年）  

近三年情况 新增利润 创收外汇（万元美元） 节支总额 

年    

年    

年    

合    计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必须依据提供的应用证明填写表中的数据) 

间接经济效益（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总投资额  回收期（年）  

近三年情况 新增利润 创收外汇（万元美元） 节支总额 

年    

年    

年    

合    计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必须依据提供的应用证明填写表中的数据) 

社会效益（限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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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序

号 
授权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

类型 

授权国家

（地区） 
授权号 

附件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授权发明专利总计

（项） 
 

授权的其他知识产权

总计（项） 
 

承诺：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提名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已征得未列

入项目主要完成人、权利人的同意。 
 

 

                                     第一完成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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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项目研究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

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

等级 
授奖部门（单位） 

     

     

     

     

     

     

     

     

     

     

     

     

     

     

本表只能填写以下科技奖励： 

1．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 

2．经登记备案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  

3．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授予的科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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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文化

程度 
所学专业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参加项目

起始时间 

参加项目

终止时间 
承担责任与分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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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第一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人  联系人  手机  

声明： 

本人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科

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且不存

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有不符，本人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第一完成人签名： 

 

年   月   日 

第一完成单位

（全称）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单位性质  传    真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声明： 

我单位严格按照《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黑龙江省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对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如实提供了本提名书及相关材料，且不

存在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被提名项目发生争议，将积极配合工作，协助调查处理。

如有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其他完成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没有公章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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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报项目产业化运行情况 

 

（一）成果基本情况 

1．成果体现形式（多选）： 

学术论文/专著  标准  专利  软件著作权  工艺  产品  材料  

装备 

农业、生物品种 矿产品种      新药 

2．主要应用行业名称（多选）：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成果是否属于高新技术领域：是 否 

成果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填报： 

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新医药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   新材料技术 

高技术服务业  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资源与环境技术 高新技术改

造传统产业 

4．成果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是 否 

成果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填报： 

节能环保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数字创意 

5．成果属性：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6．成果成熟度： 

实验室阶段  小试阶段  中试阶段  孵化或试生产阶段  产品阶段  

商品阶段 

（二）成果转化情况 

成果是否转化 是 否 

1．已转化填报：（单选）                                            

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近三年情况 投资金额（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转让（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受让单位名称 转让费用（万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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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年   

合  计   

技术许可（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被许可单位名称 许可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开发（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委托单位名称 开发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咨询（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委托单位名称 咨询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技术服务（提供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近三年情况 委托单位名称 服务费用（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提供协议或合同）： 

近三年情况 共同实施转化主要内容（限 50字） 

        年  

        年  

        年  

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提供协议或合同）： 

近三年情况 作价投资金额(万元) 折算股份或出资比例占(%) 

        年   

        年   

        年   

合  计   

２．未转化填报： 

（1）按资金、技术、市场、管理、政策因素等问题，说明未转化原因（限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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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今后打算采取的成果转化方式（单选） 

自行投资实施转化   技术转让   技术许可   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 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三）成果产业化情况 

成果是否产业化  是 否 

1．已产业化填报： 

（1）成果生产方式： 

省内他人生产  省外他人生产  省内自行生产  省外自行生产 省内

委外生产 

省外委外生产  省内外协生产  省外外协生产 

（2）投资规模：      万元 

（3）销售收入及利润： 

近三年情况 销售收入（万元） 利润（万元） 

        年   

        年   

        年   

合  计   

（4）成果是否进一步转化、产业化是 否 

进一步转化、产业化填报： 

①预计经济指标： 

预计投资规模（万元）  预计年销售收入 

（万元） 

 

预计年利润（万元）  

②转化、产业化需要条件： 

天使投资（AI） 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 

其他    请注明        

③成果的融资需求金额：      万元 

2．未产业化填报： 

（1）成果预计生产方式： 

省内他人生产  省外他人生产  省内自行生产  省外自行生产  省内

委外生产 

省外委外生产  省内外协生产  省外外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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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经济指标： 

预计投资规模（万元）  预计年销售收入 

（万元） 

 

预计年利润（万元）  

（3）产业化需要条件： 

天使投资（AI） 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 

其他    请注明        

（4）成果的融资需求金额：      万元 

（四）依托申报项目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司情况 

依托申报项目是否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司 是 否（提供营业执照附件） 

1．已成立公司填报： 

公司名称  公司地址  邮编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本 万元 

销售额 2016 年 万元 2017年 万元 2018年 万元 

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区号） 手机 

负责人     

联系人     

２．未成立公司填报： 

未成立公司原因（限 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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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书面版附件目录 

（按如下类别，逐一排列每一个书面版附件，格式为：“序号．附件名称”，要求

与提名书中相应栏目列出的支持附件号相互对应）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知识产权证明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4．应用证明（主要提供重要的、有代表性应用单位的证明） 

5．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 篇） 

6．成果转化协议或合同及银行实际到账单 

7．成果转化成立公司营业执照 

8．其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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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提名书》填写要求 

( 年度)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提名书)》是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评

审的基础文件和主要评审依据，应严格按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今年提名通

知，按提名书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的要求，如实、全面填写，否则视为

形式审查不合格。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类)提名书》包括电子版提名书和书面提名

书两种形式。电子版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三部分）和附件（第十四部分）

两部分，主件部分通过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填写，附件通过奖励管理系统指定的

网页上传。 

书面提名书包括主件（第一至第十三部分）和附件（第十四部分）两部分，

主件从提名系统中直接生成并打印，内容应与电子版提名书相关内容完全一致。

打印出《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和所有附件材料（原件），提名书的附件

中应用证明、提名专家意见表必须是原件，其他附件如不能提供原件，可提供

复印(扫描)件，但提供的原件复印(扫描)件须经本单位或提名单位审核，注明“经

审核与原件相同”并加盖公章。为了减少材料的篇幅，书面版提名书和附件（除

提供的原件外）必须双面打印和复印。页面大小为 A4（高 297 毫米，宽 210 毫

米），主件内容所用字号不小于 5 号字，竖装，左边为装订边（便于拆装），装订

后不要另外附加封面。 

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一、 项目基本情况   

1．专业组：按照申报人选择的学科分类名称及代码，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

根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专业评审组评审范围》的学科分类，自动选择专业组。 

2．成果登记号：在省科技奖励管理系统列出的登记号中选择。如果是多个

成果集成报奖，请选择一个最主要的核心成果登记号。 

3．项目名称：应当紧紧围绕项目核心创新内容，简明、准确地反映出创新

技术内容和特征，项目名称中一般不得使用 xx 研究、企业名称等字样。项目名

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0 个汉字。 

4．提名单位联系人、电话、手机：是与提名单位联系的重要信息，应当填

写齐全，准确。 

提名单位提名意见应由机构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机构公章。市（地）人民

政府提名的，应由其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科技主管部门公章。 

提名专家意见，由报奖人依据提名专家意见表纸质版内容，在系统中选择



75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相应提名专家，排列第一的为责任专家，依据责任专家意见在系统中简写提名

意见，并上传所有提名专家意见表原件。 

5．学科分类名称代码：是评审工作中遴选评审专家的主要依据，是奖励管

理系统确定提名项目评审专业组的重要数据。应以提名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

为依据，以《主要科技创新》所涉及学科的先后顺序填写，要求填写学科分类名

称与创新中所列的前三个学科名称及顺序保持一致。不得超过 3 个学科名称。在

奖励管理系统中按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列出相应的学科名称和代码中

选择。 

6．所属国民经济行业：按提名项目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的相应门类，在奖励

管理系统中按国家标准《GB/T 4754-2011》列出相应的行业名称和代码中选择。 

7．整体技术首次应用时间：以提供的应用证明中整体技术首次应用的应用

证明起始应用时间为准。软科学项目以提供评价证明的评价日期为准。 

8．所属重点产业：应以提名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为依据，在奖励管理

系统中列出的重点产业名称中选择。 

9．所属科学技术领域：应以提名项目的《主要科技创新》为依据，在奖励

管理系统中列出的科学技术领域中选择。 

10．项目来源：按提名项目的归属选择。  

A、国家计划（基金）：指正式列入国家计划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各类国家基金资助的项目。 

B、部委计划：指国家计划以外，国务院各部委或中央机关团体下达的任务。 

C、省科技计划：指正式列入黑龙江省各类科技计划（基金）的项目。 

D、市/厅计划：指正式列入我省市（地）、省直厅局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 

E、横向合作：指单位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以“委托”、“ 协作”、“参

股”等方式并以合同、协议等为依据承担的横向任务。  

F、自选：指基层单位提出或科研人员提出经所在单位批准自行研究或开发

的项目，或者由社会公民自行研究或开发的项目。  

如果报奖项目来源于国家计划、地方计划等多方资助，请按最高一级选择。

如果请奖项目来源于其他单位承担的国家或省、部(委)、市（地）、省直厅局计

划，将其一部分委托给本单位，此项目来源应选国家或省、部(委) 、市（地）、

省直厅局计划，而不按“横向合作”类课题选择。 

11．黑龙江省科技计划（基金）：指列入省各类科技计划（如攻关计划、火

炬计划、成果推广计划等）或者省各类基金（如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等）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专项资金的项目，要在本栏中详细写明具

体计划（基金）的名称、项目名称和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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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形式开始研制

日期；完成时间指项目整体通过鉴定（验收）、审批或正式投产日期。 

二、项目简介 

该内容是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主要内容。应按提示内容逐项认真填

写，要求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主要科技创新 

该内容是提名项目的核心内容，也是评价项目、遴选专家、处理异议的主要

依据。主要科技创新应以支持其创新成立的旁证材料为依据（如：专利、鉴定证

书、验收证书/报告、论文等），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详细技术内

容中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技术，客观、详实的对比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效

益及市场竞争力等，并按其重要程度排序。 

各项科技创新按重要程度排序，且每项科技创新阐述前应首先准确标明该创

新所属的学科分类名称、支持该项创新的专利授权号、鉴定证书、验收证书（报

告）、论文等相关旁证材料。 

内容不超过 5 页。 

四、第三方评价 

第三方对提名项目技术内容等做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或公信力的评价，如国家

相关部门的技术检测报告、鉴定结论、验收意见，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国内外

同行在重要学术刊物、学术专著和重要国内外学术会议公开发表的对本项目主要

科技创新的技术性和学术性评价意见，每项评价注明支持成立提交的附件号。 

内 容不超过 1900 个汉字。 

五、代表性论文(著)  

支持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成立的代表性论文(著)（不超过 8 篇，发表时间不

限），该论文仅限于国内立项的科学研究成果，所列论文(著)应按重要程度排序。 

六、转化推广应用情况 

转化推广应用情况应就提名项目生产、转化、应用、推广等情况进行概述，

要求提供证明提名项目整体技术首次应用已二年以上（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在行

政审批后应用二年以上，软科学项目提供评价证明的评价日期距今二年以上）的

旁证材料（以今年 2 月 28 日计算），原则上所列应用单位不超过 10 个。 

七、经济和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该栏中填写的经济效益数字是指实施或应用本项目近三年所

取得的直接、间接经济效益。直接经济效益要填写申报单位近三年开发应用该成

果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如果是成果转让获得的收入，需要有成果接受方出据的成

果转让费证明。间接经济效益要填写项目近三年实施应用单位（该“单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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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奖的请奖单位）取得的效益。 

经济效益应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旁证材料，如：直接产生效益单位的财务部

门核准出具的加盖财务专用章，法人签字（章），单位公章确认的应用证明，以

及院校、科研院所技术合同收入（合同额和到账额）；企业或其他单位应用本项

目技术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升情况，与项目技术应用有关的销售额，

以及节约成本、降低能耗等情况。填写经济效益数据的，应注明计算方式，并

在“其他附件”中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客观佐证材料。要求只填写近三年本项

目已取得的新增效益。《经济效益》填写的数字要与附件佐证材料的数字相符合。 

《各栏目的计算依据》应写明《经济效益》栏填写的效益数据的计算依据，

并对应用本项目后产生的累计净增效益以及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

面做出准确概述。社会公益类和软科学项目可以不填此栏。要求不超过 200 个汉

字。 

2．《社会效益》该提名项目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

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及健康水平，人才培养，提高决策

科学化、科学管理水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应扼要做出说明，要求不超过 200

个汉字。 

八、获得知识产权情况 

提名项目已经获得的自主知识产权情况，是评审科技进步类项目的关键。 

对所提供的知识产权及相关证明必须符合： 

1．所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必须与提名项目所列科技创新点密切相关。作为

支撑科技创新点成立的依据，必须是授权的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权以及植物新品种权等。 

2．提名项目所使用的自主知识产权证明中，如专利持有人不是被提名项目

主要完成人员，属职务发明的须征得专利权所属单位的同意，非职务发明的须征

得相关持有人的同意使用本专利申请省科技奖，并提供书面证明材料，附在书面

版附件的其他证明中。 

3. 本表所列知识产权用于被提名奖励的情况，应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

人、权利人的同意，并由项目第一完成人签名承诺。 

不得在此栏目中填写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国家秘密的内容。 

本表指直接支持提名项目科技创新点成立已授权的知识产权证明。 

1．授权项目名称：严格按附件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的项目名称填写。 

2．知识产权类别：1.发明专利权；2.实用新型专利权；3.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4．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5.植物新品种权等其他。 

3．授权国家（地区）：1.中国；2.美国；3.欧洲；4.日本；5.中国香港；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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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湾；7.其他。 

4．授权号/附件号：严格按附件提供的知识产权证明的授权号填写，并标注

该证明在《书面版附件目录》中对应的附件号。 

九、本项目研究内容曾获科技奖励情况 

应填写本项目《主要科技创新》中科技创新点获得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地）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经科技部批准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及国际组

织和外国政府设立的科技奖励，我省经登记备案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励情况

（省高校科学技术奖，省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省医药行业科技进步奖，省公路

学会科学技术奖，省水运科技进步奖）。对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励管理办法》规定不能设立的部门奖励，不得填入此表，省直部

门的科技奖励不填入此表。 

十、主要完成人员名单 

依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相关规定，所列的完成人应为中国公民。

完成人排序应按照贡献大小从上到下顺序排列，前三位完成人应为所列主要科技

创新的完成人，其他完成人一般也应有知识产权证明（含论文、论著等）支撑，

项目的验收、鉴定委员不能作为完成人。 

主要完成人员排序，姓名、工作单位名称是项目获奖后打印获奖证书的依据，

填写时必须经本人，单位领导确认无误，否则后果自负。 

第一完成人须列在主要完成人员名单的首位。 

十一、第一完成人及完成单位情况 

按表格内容逐项填写，要求填写年月日。 

第一完成人认真阅读声明，确认无误后本人签字。 

没有第一完成人签字即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第一完成单位认真阅读声明，确认无误后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加盖公章。 

单位性质：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出的单位性质中选择。单位性质包括：转制

研究院所、非转制研究院所、学校、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军队、其他。 

其他完成单位要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没盖章无效）。 

第一完成单位没有签字、盖章的项目即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十二、申报项目产业化运行情况 

1．成果体现形式：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

中列出的体现形式中可进行多项选择。 

2．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 

版）明确的 8 个产业。8 个产业包含的产品和服务详见《目录》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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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属性：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列

出的属性中选择，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4．成果成熟度：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中

列出的阶段中选择，包括：实验室阶段、小试阶段、中试阶段、孵化或试生产阶

段、产品阶段、商品阶段。 

5．成果转化方式：按照《黑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的界定，转化

方式包括以下 8 种，分别是技术转让:向他人转让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技术许可:

许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技术开发: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

料及其系统；技术咨询: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

调查、分析评价报告；技术服务:以技术知识解决特定技术问题；与他人共同实

施转化: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成果作价投资、折

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转化。 

6．成果转化情况：应以提名项目的核心科技成果为依据，在奖励管理系统

中列出的成果转化情况中选择，包括：是、否。已转化成果需在系统中选择不同

的转化方式，包括自行投资实施转化；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

未转化成果需在系统中说明未转化原因及今后打算采取哪种方式进行成果转化。 

7．委外生产：当企业自己的生产能力不足或者缺乏某种技术的话，就需要

把某个工艺甚至整个产品交给外面的厂商去进行生产，也就是委托专业的第三方

加工单位，根据技术要求或需求对物资进行专业加工生产。 

8．外协生产：是指本单位因为设备或技术上的不足，独立完成某项整体制

造加工任务有困难，或者达到相同质量要求所需费用更高，为了确保任务按时完

成，及降低成本，充分利用社会存量资源，向外地或外单位订购或订作部分零部

件或半成品。 

9．天使投资（AI）：是指富有的个人出资协助具有专门技术或独特概念的原

创项目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 

10．风险投资（VC）：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

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 

11．私募股权投资（PE）：是指通过私募形式对私有企业，即非上市企业进

行的权益性投资，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上市、

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 

12．依托申报项目在黑龙江省新成立公司情况：依托申报项目在黑龙江省新

成立公司时间应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 

十三、书面版附件目录 

http://baike.baidu.com/view/4639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13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483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811/5041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9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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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下类别，逐一排列每一个书面版附件，要求与提名书中相应栏目列出的

支持附件号相互对应，格式为：“序号，附件名称”。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2．知识产权证明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4．应用证明（主要提供重要的、有代表性应用单位的证明） 

5．代表性论文、专著（不超过 8 篇） 

6．其他证明 

十四、提名专家意见  

由提名专家每人填写一份，要求：根据项目创造性特点，科学技术水平和应

用情况并参照技术发明类科技奖励的条件写明提名理由和结论性意见，提名意见

必须有专家本人签名才有效。 

十五、附件  

附件由提名项目的各类证明文件及相关佐证材料组成，要将附件系统整理列

出，以便查阅。 

附件包括：知识产权证明、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

应用证明及代表性论文、专著、其他证明等内容，书面版附件和电子版附件的具

体要求如下： 

1．书面版附件：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提供经提名专家签字的提名

意见表原件。 

（2）知识产权证明：指本项目已取得的主要证明，包括：授权专利证书、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证明。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指提名项目的鉴定证

书，验收证书（报告）、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和证明，国家对相关行业有审批要

求的批准文件等证明材料如：新药、医疗器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化肥、兽

药、食品、通信设备、压力容器、标准等。对于涉及有审批要求的项目，必须提

交相应的批准文件，且审批时间距今年 2 月 28 日二年以上。软科学项目必须提

供评价证明，且评价日期距今 2 月 28 日二年以上。鉴定（验收）证书（报告）

提供首页、结论页、完成单位页、完成人员页、鉴定（验收）专家名单页。 

（4）应用证明：指提名项目整体技术应用单位提供的应用证明，只提供重

要的、有代表性的应用证明。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必须在行政审批后应用二年

以上。必须使用省奖励办定制的表样，且三章、日期齐全。 

（5）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的代表性论文、论著。论文提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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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专著提交版权页，总数不超过 8 篇（张）。论文首页如果页眉、页脚没有期

刊相关信息的需提供期刊首页和目录。 

（6）其他证明：指支持项目技术发明、科技创新、完成人贡献的其他相关

证明，包括旁证本项目技术创新情况和社会影响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公信力的原

始数据文件，如技术产品检测报告等有关证明。 

书面版附件不超过 40 张纸。 

2．电子版附件 

电子版附件要求不超过 40 个，1 页以上的附件要形成 PDF 文件，1 页的附

件可形成 JPG或PDF文件。要求一个PDF文件或 JPG文件只能有一个独立内容。

每个电子版附件在奖励管理系统中《附件上传》页面的相应栏目，逐个上传，不

可形成压缩包上传。注意每个电子附件上传后，要确保能正常打开，图片要清晰，

尺寸要大于 1024×768。 

（1）提名专家意见表(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扫描上传经提名专家签字的

提名意见表原件。 

（2）知识产权证明：按书面版附件的要求扫描上传已取得的主要证明原件。 

（3）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按书面版附件的要求

扫描上传已取得的主要证明原件。 

（4）应用证明：按书面版附件的要求扫描上传三章和日期齐全的应用证明

原件。 

（5）代表性论文、专著：指提名书所列的代表性论文、论著。论文提交全

文，专著提交首页、版权页、文献页及核心内容原文，总数不超过 8 篇。要求一

篇论文形成一个 PDF 文件。 

（6）其他证明：应与书面版附件材料一致，1 页以上要求提交 PDF 文件，1

页可提交 JPG 或 PDF 文件。 

注意：不要提供与提名书内容无关的附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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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根据《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黑龙江省科学技

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加大对提名材料的形式审查力度，以进一步提高省科技奖提名

材料质量。为便于各提名单位严格审查把关，现将今年度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印

发各相关单位，请在填写提名书时遵照执行，凡涉及其中一项即认为不合格将直

接落选。 

一、提名书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1．提名单位（专家）没有填写日期，提名单位没加盖公章的；专家提名没

有上传提名意见表的，提名意见没有专家本人签名的。 

2．以提名今年 2月 28日计算，不符合应用二年以上的条件（科技进步类必

须提供本项目整体技术应用二年以上的应用证明，技术发明类必须提供本项目主

要技术发明点应用二年以上的应用证明，自然科学类奖提供的论文（专著）在专

业刊物上公开发表二年以上，软科学项目提供评价证明的评价日期距今二年以

上）。 

3．完成时间没有附件佐证。 

4．经济效益填写的数字与应用证明附件的数字不符合。 

5．第一完成人未在“第一完成人情况”、“获得知识产权情况”表上签名、

且无说明。 

6．第一完成单位没有负责人签字（章）、盖公章的，其他完成单位没有填写

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 

7．报奖项目是上一年度经省科技奖评审未提名授奖的，以相同技术内容再

次提名。 

8．不按要求装订的材料。 

9．“项目简介”、“重要科学发现”、“主要技术发明”、“主要科技创新”、“第
三方评价”等不应该出现完成单位、完成人相关信息的栏目出现完成单位和完成
人信息。 

10．提名项目及材料不符合当年《提名省科技奖通知》的要求。 

二、附件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1．电子版附件、书面版附件不符合省科技奖提名书填写要求；要求是原件

的佐证材料不是红章原件。 

2．与人的生命、健康有直接关系的项目，没有国家规定的相关审批手续的。 

3．支持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的应用证明原件不是直接产生经济效

益的单位出具的证明，且三章（财务专用章、公章、法人签章）不齐备，日期没

填写。技术交易合同及销售收入证明等佐证材料提交不完整。附件中的直接效益、



83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制 

间接效益的数据与提名书中的数据不符合，且不是近三年数据。 

4．发现、发明、创新点没有佐证材料支持其事实性。 

5．其他不符合《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情况。 

（一）自然科学类：  

1．专家提名 (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书面版附件未提交专家提名意见表的

原件，电子版附件未提交专家提名意见表的 JPG 或 PDF文件。 

2．论文、论著目录所列代表性论文发表（出版）年限不足二年的（对应条

件：发表（出版）时间距今年 2月 28日不满二年）。 

3．完成人不是代表性论文（著）作者。 

4．代表性论文，专著，他人引用代表性引文、专著的书面版附件和电子版

附件，没有按《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提名书 (自然科学类)填写要求》提供，或

篇数超过 8 篇。 

5．检索报告、其他证明的书面版附件和电子版附件，没有按《黑龙江省科

学技术奖提名书 (自然科学类)填写要求》提供。 

（二）技术发明类和科学技术进步类：  

1．专家提名 (提名单位提名不用附) 书面版附件未提交专家提名意见表的

原件，电子版附件未提交专家提名意见表的 JPG 或 PDF文件。 

2．按照规定，对有行政审批要求的项目，未提交相关部门审批证明的，或

者行政审批未满二年。软科学项目未提供评价证明，或者评价日期未满二年。 

3．未提供支持该项目核心发明成立的主要发明知识产权证明。 

4．前三位完成人不是授权知识产权的持有人（当该知识产权持有人数仅为

1 人时除外）。 

5．提交未授权知识产权证明材料（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不能作为取得专利

的证明）。 

6．应用证明未使用提供的表格，科技进步类未提供本项目整体技术应用二

年以上的应用证明，技术发明类未提供本项目主要技术发明点应用二年以上的应

用证明。 

7．提名书《经济和社会效益》有经济效益未提交支持数据成立的旁证材料，

如：直接产生效益的单位出具的加盖财务专用章，法人签字（章），单位公章,

经财务部门确认核准数据三章齐全的应用证明等。 

8．未提供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包括土木建筑工程类项目未提交工程验收

报告；对有行政审批要求的项目，未提交相关部门审批证明的，或行政许可证书

批准时间不满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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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奖专业评审组评审范围 
组别 

代码 

专业评审组 

名称 

评审范围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01 理论评审组 

110 数学 

11011 数学史，11014 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11017 数

论，11021 代数学，11024 代数几何学，11027 几何学，

11031 拓扑学，11034 数学分析，11037 非 标 准 分

析，11041 函数论，11044 常微分方程，11047 偏微分

方程，11051 动力系统，11054 积分方和，11057 泛函

分析，11061 计算数学，11064 概率论，11067 数理

统计学，11071 应用统计数学，11074 运筹学，11077

组合数学，11081 离散数学，11084 模糊数学，11087

应用数学，11099 数学其他学科 

120 信息科学

与系统科学 

12010 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基础学科，12020 系统学，

12030 控制理论，12040 系统评估与可行性分析，12050

系统工程方法论，12060 系统工程，12099 信息科学与

系统科学其他学科 

130 力学 

13010 基础力学，13015 固体力学，13020 振动与波，

13025流体力学，13030流变学，13035爆炸力学，13040

物理力学，13045 统计力学，13050 应用力学，13099

力学其他学科 

140 物理学 

14010物理学史，14015理论物理学，14020声学，14025

热学，14030 光学，14035 电磁学，14040 无线电物理，

14045 电子物理学，14050 凝聚态物理学， 

14055 等离子体物理学，14060 原子分子物理学，14065

原子核物理学，14070 高能物理学，14075 计算物理学，

14080 应用物理学，14099 物理学其他学科 

150 化学 

15010化学史，15015无机化学，15020有机化学，15025

分析化学，15030 物理化学，15035 化学物理学，15040

高分子物理，15045 高分子化学，15050 核化学，15055

应用化学，15099 化学其他学科 

160 天文学 

16010 天文学史，16015 天体力学，16020 天体物理学，

16025 天体化学，16030 天体测量学，16035 射电天文

学，16040 空间天文学，16045 天体演化学，16050 星

系与宇宙学，16055 恒星与银河系，16060 太阳与太阳

系，16065 天体生物学，16099 天文学其他学科 

170 地球科学 

17010 地球科学史，17015 大气科学，17020 固体地球

物理学，17025 空间物理学， 17045 地理学， 17099

地球科学其他学科 

180 生物学 

18011 生物数学，18014 生物物理学，18017 生物化学，

18021 细胞生物学，18024 生理学，18027 发育生物学，

18031 遗传学，18034 放射生物学，18037 分子生物学，

18041 生物进化论，18044 生态学，18047 神经生物学，

18051 植物学，18054 昆虫学，18057 动物学，1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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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18064 病毒学，18067 人类学，18071 生物

工程，18074 心理学，18099 生物学其他学科 

410 工程与技

术科学基础学

科 

41010 工程数学，41015 工程控制论，41020 工程力学，

41025 工程物理学，41045 工程心理学，41050 标准化

科学技术，41055 计量学，41060 工程图学，41075 工

业工程学， 41099 工程与技术科学基础学科其他学科 

430 材料科学 

43010 材料科学基础学科，43015 材料表面与界面，

43020 材料失效与保护，43025 材料检测与分析技术，

43030 材料实验，43035 材料合成与加工工艺 

530 化学工程 53011 化学工程基础学科 

02 农业评审组 

210 农学 

21010 农业史，21020 农业基础学科，21030 农艺学，

21040园艺学，21050土壤学，21060植物保护学，21070

农业工程，21099 农学其他学科 

570 水利工程 

57010 水利工程基础学科，57015 水利工程测量，57020

水工材料，57025 水工结构，57030 水力机械，57035

水利工程施工，57040 水处理，57045 河流泥沙工程学，

57050 海洋工程，57055 环境水利，57060 水利管理，

57065 防洪工程，57070 水利经济学，57099 水利工程

其他学科 

03 林业评审组 220 林学 

22010 林业基础学科，22015 林木遗传育种学，22020

森林培育学，22025 森林经理学，22030 森林保护学，

22035 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22040 防护林学，22045

经济林学，22050 园林学，22055 林业工程，22060 森

林统计学，22065 林业经济学，22099 林学其他学科 

04 养殖评审组 

230 畜牧、兽

医科学 

23010 畜牧、兽医科学基础学科，23020 畜牧学，23030

兽医学，23099 畜牧、兽医科学其他学科 

240 水产学 

24010 水产学基础学科，24015 水产增殖学，24020 水

产养殖学，24025 水产饲料学，24030 水产保护学，

24035 捕捞学，24040 水产品贮藏与加工，24045 水产

工程学，24050 水产资源学，24055 水产经济学，24099

水产学其他学科 

05 
国土资源与利

用评审组 

170 地球科学 
17030 地球化学，17035 大地测量学，17040 地图学，

17050 地质学，17055 水文学，17060 海洋科学 

410 工程与技

术科学基础学

科 

41030 工程地质学，41035 工程水文学，41065 勘查技

术 

415 地球自然

资源调查科学

技术 

41510 土地资源调查与利用，41520 海洋资源调查与观

测，41530 地质、矿产调查与评价，41540 生态地理调

查，41550 区域自然地理调查 

420 测绘科学

技术 

42010 大地测量技术，42020 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

42030 地图制图技术，42040 工程测量技术，42050 海

洋测绘，42060 测绘仪器，42099 测绘科学技术其他学

科 

430 材料科学 43045 无机非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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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矿山工程

技术 

44010 矿山地质学，44015 矿山测量，44020 矿山设计，

44025 矿山地面工程，44030 井巷工程，44035 采矿工

程，44040 选矿工程，44045 钻井工程，44050 油气田

井开发工程，44055 石油、天然气储存与运输工程，

44060 矿山机械工程，44070 采矿环境工程，44075 矿

山安全，44080 矿山综合利用工程，44099 矿山工程技

术其他学科 

445 石油、天

然气科学技术 

44510 石油、天然气地质与勘探工程，44520 钻井工程，

44530 油气田开发与开采工程，44535 油气田建设工

程，44540 海洋石油、天然气田勘探与开发，44545

海洋石油、天然气田建设工程，44550 石油、天然气

储存与运输工程，44560 石油专用机械设备设计与制

造技术 

615 自然灾害

监测、预报科

学技术 

61510 地震观测预报与防灾技术，61515 工程地震技

术，61520 火山观测预报，61530 大气监测预报，61540

应用气象技术 

06 
轻工与纺织评

审组 

530 化学工程 53057 造纸技术，53061 毛皮与制革工程 

540 纺织科学

技术基础学科 

54010 纺织科学技术基础学科，54020 纺织材料，54030

纤维制造技术，54040 纺织技术，54050 染整技术，

54060 服装技术，54099 纺织科学技术其他学科 

545 轻工科学

技术 

54510 轻工日用品制造技术，54520 造纸技术，54530

印刷、复印技术，54540 毛皮与制革技术，54550 鞋、

帽制做技术，54560 乐器、舞台设备制造技术  

550 食品科学

技术 

55010 食品科学技术基础学科，55020 食品加工技术，

55030 食品包装与储藏，55050 食品加工的副产品加工

与利用，55099 食品科学技术其他学科 

07 
化工、环境保护

评审组 

430 材料科学 
43050 有机高分子材料，43055 复合材料，43099 材料

科学其他学科 

490 核科学技

术 

49070 乏燃料后处理技术，49075 辐射防护技术，49080

核设施退役技术，49085 入射性三废处理、处置技术， 

530 化学工程 

53014 化工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53017 化工传递过

程，53021 化学分离工程，53024 化学反应工程，53027

化工系统工程，53031 化工机械与设备，53034 无机化

学工程，53037 有机化学工程，53041 电化学工程，

53044 高聚物工程，53047 煤化学工程，53051 石油化

学工程，53054 精细化学工程，53099 化学工程其他学

科 

610 环境科学

技术 

61010 环境科学技术基础学科，61020 环境学，61030

环境工程学，61099 环境科学技术其他学科 

08 
机械、冶金与材

料评审组 

410 工程与技

术科学基础学

科 

41040 工程仿生学，41070 工程通用技术 

430 材料科学 43040 金属材料 

450 冶金工程 45010 冶金物理化学，45015 冶金反应工程，45020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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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金原料与预处理，45025 冶金热能工程，45030 冶金技

术，45035 钢铁冶金，45040 有色金属冶金，45045 轧

制，45050 冶金机械及自动化，45099 冶金工程技术其

他学科 

460 机械工程 

46010 机械史，46015 机械学，46020 机械设计，46025

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46030 刀具技术，46035 机床技

术，46040 仪器仪表技术，46045 流体传动与控制，

46050 机械制造自动化，46055 专用机械工程，46099

机械工程其他学科 

540 纺织科学

技术基础学科 
54070 纺织机械与设备 

545 轻工科学

技术 
54570 轻工专用设备设计与制造技术 

550 食品科学

技术 
55040 食品机械 

560 土木建筑

工程 
56050 土木工程机械与设备 

580 交通运输

工程 
58050 船舶、舰船工程 

590 航空、航

天科学技术 

59010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基础学科，59015 航空器

结构与设计，59020 航天器结构与设计，59025 航空、

航天推进系统，59040 航空、航天材料，59045 飞行器

制造技术，59050 飞行器试验技术，59055 飞行器发射、

飞行技术，59060 航天地面设施、技术保障，59065

航空、航天系统工程，59099 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其

他学科 

620 安全科学

技术 

62010 安全科学技术基础学科，62020 安全学，62030

安全工程，62040 职业卫生工程，62050 安全管理工程，

62099 安全科学技术其他学科 

999 特殊学科 

99901 先进制造与重大装备(数字化与智能化制造技

术，自动化制造设备，能源与动力装备，冶金装备，

煤炭与矿山装备，电力装备，交通运输海洋装备) 

09 
动力与电气评

审组 

440 矿山工程

技术 
44065 矿山电气工程 

470 动力与电

气工程 

47010 工程热物理，47020 热工学，47030 动力机械工

程，47040 电气工程，47099 动力与电气工程其他学科 

480 能源科学

技术 

48010 能源化学，48020 能源地理学，48030 能源计算

与测量，48040 储能技术，48050 节能技术，48060 一

次能源，48070 二次能源，48080 能源系统工程，48099

能源科学技术其他学科 

490 核科学技

术 

49010 辐射物理与技术， 49030 核材料与工艺技术，

49035 粒子加速器，49040 裂变堆工程技术，49045 核

聚变工程技术，49050 核动力工程技术，49055 同位素

技术，49060 核爆炸工程，49065 核安全， 49099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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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其他学科 

10 

电子、计算机与

通讯、仪器仪表

评审组 

465 仪器仪表

科学技术 

46510 仪器仪表技术，46520 工业自动化仪表，46530

电工仪器仪表，46540 光学仪器，46550 分析仪器与

环境监测仪器，46560 实验室仪器与真空仪器，46570

试验机与无损探伤仪器，46580 专用仪器仪表 

490 核科学技

术 

49015 核探测技术与核电子学，49020 放射性计量学，

49025 核仪器、仪表， 

510 电子、通

信与自动控制

技术 

51010 电子技术，51020 光电子学与激光技术，51030

半导体技术，51040 信息处理技术，51050 通信技术， 

51060 广播与电视工程技术，51070 雷达工程，51080

自动控制技术，51099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其

他科 

515 自动控制

科学技术 

51510 自动控制基础科学，51520 自动控制技术，51530

自动化元件、部件技术，51540 自动化系统 

51550 自动检测技术，51560 流体传动与控制技术，

51565 射流控制技术 

520 计算机科

学技术 

52010 计算机科学技术基础学科，52020 人工智能，

52030 计算机系统结构，52040 计算机软件，52050 计

算机工程，52060 计算机应用，52099 计算机科学

技术其他学科 

590 航空、航

天科学技术 

59030 飞行器仪表、设备，59035 飞行器控制、导航技

术 

999 特殊学科 

99903 现代服务业信息化(金融、物流、网络教育、传

媒、医疗、旅游、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

领域发展所需的高可信网络软件平台及大型应用支持

软件、中间件、嵌入式软件、网格计算平台与基础设

施，软件系统集成等) 

11 
土木建筑与建

材评审组 

560 土木建筑

工程 

56010 建筑史，56015 土木建筑工程基础学科，56020

土木建筑工程测量，56025 建筑材料，56030 工程结构，

56035 土木建筑结构，56040 土木建筑工程设计，56045

土木建筑工程施工，56055 市政工程，56060 建筑经济

学，56099 土木建筑工程其他学科 

580 交通运输

工程 

58010 道路工程，58020 公路运输，58030 铁路运输，

58040 水路运输，58060 航空运输，58070 交通运输系

统工程，58080 交通运输安全工程，58099 交通运输工

程其他学科 

12 
医疗卫生评审

组 

310 基础医学 

31011 医学生物化学，31014 人体解剖学，31017 医学

细胞生物学，31021 人体生理学，31024 人体组织胚胎

学，31027 医学遗传学，31031 放射医学，31034 人体

免疫学，31037 医学寄生虫学，31041 医学微生物学，

31044 病理学，31047 药理学，31051 医学实验动物学，

31054 医学心理学，31057 医学统计学，31061 生物医

学工程学，31099 基础医学其他学科 

320 临床医学 32011 临床诊断学，32014 保健医学，32018 理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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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麻醉学，32024 内科学，32027 外科学，32031

妇产科学，32034 儿科学，32037 眼科学，32041 耳鼻

咽喉科学，32044 口腔医学，32047 皮肤病学，32051

性医学，32054 神经病学，32057 精神病学，32061 急

诊医学，32064 核医学，32067 肿瘤学，32071 护理学，

32099 临床医学其他学科 

330 预防医学

与卫生学 

33011 营养学，33014 毒理学，33017 消毒学，33021

流行病学，33024 传染病学，33027 媒介生物控制学，

33031 环境医学，33034 职业病学，33037 地方病学，

33041 社会医学，33044 卫生检验学，33047 食品卫生

学，33051 儿少卫生学，33054 妇幼卫生学，33057 环

境卫生学，33061 劳动卫生学，33064 放射卫生学，

33067 卫生工程学，33071 卫生经济学，33074 优生学，

33077 健康教育学，33081 卫生管理学，33099 预防医

学与卫生学其他学科 

340 军事医学

与特种医学 

34010 军事医学，34020 特种医学，34099 军事医学与

特种医学其他学科 

890 体育科学 
89020 运动生物力学，89025 运动生理学，89035 运动

生物化学，89040 体育保健学，89045 运动训练学 

13 
中医医疗卫生

评审组 

360 中医学与

中药学 

36010 中医学，36020 民族医学，36030 中西医结合医

学，36040 中药学，36099 中医学与中药学其他学科 

14 

医药制药与生

物医学工程评

审组 

350 药学 

35010 药物化学，35020 生物药物学，35025 微生物药

物学，35030 放射性药物学，35035 药剂学，35040 药

效学，35045 药物管理学，35050 药物统计学，35099

药学其他学科 

370 生物医学

工程科学技术 

37010 生物医学电子技术，37020 临床工程，37030 康

复工程，37040 生物医学测量技术，37050 人工器官与

生物医学材料，37060 医疗卫生器械，37070 制药器械，

37075 制药工业专用设备 

530 化学工程 53064 制药工程，53067 生物化学工程 

15 软科学评审组 

630 管理学，710 马克思主义，720 哲学，730 宗教学，740 语言学，

750 文学，760 艺术学，770 历史学，780 考古学，790 经济学， 810

政治学，820 法学，840 社会学，850 民族学，860 新闻学与传播学，

870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880 教育学，890 体育科学，910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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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领域分类及代码 

 

01．信息技术：指研制计算机硬件、软件、外部设备、通信网络设备的活动，

以及利用计算机硬件、软件及数字传递网对信息进行文字、图形、特征识别、信

息采集、信息处理和传递的活动。 

02．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指为了生物

技术本身的发展，就有关原理、技术、特种工艺、测试、仪器而进行的活动，以

及利用生物技术为农、林、牧、渔、医药卫生、化学、食品、轻工等部门提供生

物技术新产品而开展的活动。无特定目标或虽有特定目标但不是为促进生物技术

发展而开展的有关生命科学的研究不包括在此分类内。 

03．新材料：指新近发展或正在研制的具有优异性能或特定功能的材料，如

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有机合成材料、新型金属和合金材料。包括为发展新

材料就有关原理、技术、新产品、特种工艺、测试而进行的活动。 

04．能源技术：包括能源问题一般理论，地区性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石油、

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新能源（太阳能、生物能、核能、海

洋能等）的研制开发与利用，节能新技术、能源转换和储存新技术等活动。 

05．激光技术：激光器和激光调制技术的研制，及为了激光在工业、农业、

医学、国防等领域内的应用而进行的活动。 

06．自动化技术：指在控制系统、自动化技术应用、自动化元件、仪表与装

置、人工智能自动化、机器人等领域中的活动。 

07．航天技术：有关运载火箭及人造卫星本体的研究及有关为了跟踪、通讯

而使用的地面设备的研究而进行的活动。不包括天文学及气象观察。 

08．海洋技术：包括有关维护海洋权益和公益服务技术研究、海洋生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及产业化、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海洋环境要素监测技术等活动。 

09．其它技术领域：属于技术领域，但不能归入上述八类领域的其它技术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