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省 科 学

粤科函资字 E2陇1)1036号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关于

发布⒛21~⒛zz年广东省国际及港澳台

高端人才交流专项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科技局 (委 ),省直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犭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高

质量发展,围绕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聚焦我国科技自立自

强和粤港澳太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

政策,构筑更加开阔的引才格局,进一步推动国际及港澳台高端

人才来粤交流,营造近悦远来、拴心留才的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环

境,把广东打造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现启动⒛21~⒛”

年广东省国际及港澳台高端人才交流专项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项目类另刂

⒛21~⒛” 年广东省国际及港澳台高端人才交流专项由四个



专题组成:专题一
“
银龄专家

”、专题二 “
海外名师

”、专题三

“
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专题四 “
广

东青年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

二、申报要求

(一 ) 申报单位必须依法在广东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并具各良好基础和合作渠道,内 控管理制度完善,能为项目实

施提供必要条件和资金保障。

(二 ) 申报单位应根据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及所需证明材料 ,

且保证项目内容真实可信,不得夸大自身实力与技术、经济指标。

各单位须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供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函。

(三 ) 申报人限申报 1项本类别项目。

(四 )有 以下情形之一的申报人或申报单位不得进行申报或

通过资格审查 :

1,申 报单位项目未经主管部门组织推荐的。

2,项 目主要内容已由申报单位单独或联合其他单位申报并已

获得省科技计划立项的。

3.在财政专项资金审计、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违规行为的;有

尚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

“
黑名单

”记录。

4.申 报人有广东省级科技计划项目3项 以上 (含 3项 )未完成

结题的或有项目逾期一年未完成结题 (平台类、普惠性政策类、

后补助类项目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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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 一项目通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或重复申报。

6.违背科研伦理道德。

7.不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

此夕卜,

专题一
“
银龄专家

”
不受理下列情况申报:跨国公司总部或

地区总部从境外派遣人员至境内子公司或分公司任职;已获⒛⒛

年银龄专项立项资助。

专题二 “
海外名师

”
'不 受理下列情况申报:由省财政科研资

金资助的未完成结题的申报人提出申请
“
海外名师—个人类

”
项

目。

专题三 “
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
不

重复支持以往年度
“
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学术交流与工

作专题
”

或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立项项目已经支持的外籍人

员。

专题四 “
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
不

重复支持以往年度
“
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

作
”

或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立项项目已经支持的科研人员。

(五 ) 申报单位和申报人应当按照国家、省关于新冠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的部署要求,落实主体责任,防止疫情跨国 (境 )传

播。符合外国高端人才标准条件的,申 报单位要用好 《外国高端

人才确认函》政策,积极申请办理 R字签证,确保引进的外国人

才及时到位。

(六 ) 申报单位和申报人应当适时适度对人才来粤或省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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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赴国外开展交流合作进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氛围。

(七 ) 申报项目还须符合各专题方向的具体申报条件。

三、评审及立项说明

(一 ) 公开竞争择优。符合条件的单位均可申报,经专家进

行竞争性评估评审,择优支持。

(二 )项 目库管理。本年度广东省国际及港澳台高端人才交

流专项采用项目库管理方式,经审定后,按程序报批纳入项目库

管理。

(三 ) 项目单位可按照相关科研、教学、技术指导等实际工

作时长和工作量进行核算,支付专家工薪、专家咨询费 (讲课费 )

或专家补贴等合理费用。项目经费一次性下达牵头申报单位,经

费支出不设具体比例限制,由 申报单位专账核算。

(四 ) 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支持暂不便来粤的高端人

才,利用远程视频、网络办公等多种方式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专

题四除外 )。

四、专题要求

专题-∶ 银龄专家

(一 ) 支持内容。

为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进一步拓

宽引才渠道、扩大用才范围,发挥银龄人才优势,支持广东省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引进用好退休的

国 (境 )外高端专家来粤开展带学科、带学生、带团队等智力交

流活动,发挥专家经验优势,对用人单位加强技术指导、项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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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管理指导,提供出谋划策和智囊参谋作用。

(二 ) 申报条件。

1.申 报单位条件。

(1)依法在广东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企业、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

(2)申 报单位应明确申报人。申报人应为申报单位在职人员,

并具有领导和组织开展相关工作的能力。申报人对项目的组织申

报、推动实施、经费使用和成果绩效负直接责任。

(3)申 报单位应与银龄专家签订聘用合同 (合作协议 ),按

照有关政策规定及合同 (协议 )约定条款做好银龄专家来粤工作、

生活等方面的服务和保障。

2.银龄专家条件。

(1)已 退休的国 (境 )外高端专家
氵(外籍和港澳台专家),

对我友好、经验丰富、身体健康情况良好。

(2)引 进的银龄专家分为研究型、技术型、管理型三大类型。

研究型专家,退休前应为在国 (境 )外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和实验室等担任过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务的专家。技术型专家 ,

退休前应为在行业领军企业从事过技术研发工作,拥有丰富经验 ,

熟悉相关产业发展的专家。鼓励引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掌握核

心技术的专家。管理型专家,退休前应为在国际知名企业、金融

机构、其他相关专业机构和国际组织中担任过高级职务的经营管

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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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家工作时间。

申报单位需与专家签订 2年 (含 )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聘用

合同 (合作协议 ),合同开始时间应在⒛21年 1月 1日 (含 )以

后。原则上专家每年在粤时间不少于ω 天。

(三 ) 资助方式。

按专家来粤工作时间分 2档资助:

1.每年来粤工作 61~9O天 ,每项资助 10万元;

2.每年来粤工作 91~180天 ,每项资助⒛ 万元。

(四 ) 考核要求。

不对银龄专家发表论文、申报科研项目、形成科研成果等作

硬性要求。申报单位应结合自身人才需求,对引进银龄专家在单

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指导、技术咨询、国际合作、创新

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做好评估总结。 '

项目立项后应于⒛23年 8月 31日 前执行完毕,如遇特殊情

况需延期执行的应及时提出申请,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 东省

外国专家局 )批准后执行。项目结束后,申 报单位应按要求在系

统提交项目执行情况总结、经费使用情况等材料。

专题二∶海外名师

(一 ) 攴持内容。

⒛21~⒛” 年度海外名师项目,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医疗

卫生机构、文化艺术体育单位等把海外名师、名家、名医、名匠、

名人
“
请进来

”,来粤短期开展科技、教育、人文、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管理、体育等方面的实质性交流合作。鼓励粤东粤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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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北地市申报海外名师。

支持重点包括 :

1.支持双方在科学研究、工程建设、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领

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2.支持双方在科技创新治理、科学伦理道德建设、科学技术普

及、知识产权国际运营、科技中介服务、国际经济法律实务、人

力资源服务等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3.支持双方在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

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新闻

学、艺术学、设计学、图书馆学、体育学、考古学等人文社科领

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4.支持双方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以及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等方面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

(二 )申报条件。

1.申 报单位条件。

(1)依法在广东省内设立,属于事业单位性质、具各独立法

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文化艺术体育类

单位等主体,或为经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

(2)具有明确的国际或区域交流合作需求和工作计划。

2.申 报人条件。

申报人应当为申报单位的全职人员,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或博士学位,或具有与项目相关的技术专长,能够推动所在领域

的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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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粤海外名师条件。

本项目所指的海外名师,主要是指在境外任职或从事专业研

究、专业创作的专家学者,其身份主要包括:对华友好的外国国

籍人士,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爱国海外华侨以及香港、澳门永

久性居民和台湾地区居民。此外,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在境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

务的专家学者。

(2)在科技、教育、人文、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管理、体

育等领域的国际知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 (职称 )的 专业技术人才

和经营管理人才。

(3)在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 (职称 )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

营管理人才。

(4)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的其它各类人才。

(三 ) 项目类别及要求。

1.海 外名师分为
“
海外名师—个人类

”
和

“
海外名师—团队类

”

两个类别。

2.申 报
“
海外名师一个人类

”,申 报人应邀请至少 1名 /次及

以上海外名师来粤开展交流合作;申 报
“
海外名师一团队类

”
,

实施项目需以海外名师团队合作方式完成,申 报人邀请的海外名

师团队应有 3名 (含 )以上成员,成员之间应有合作基础,知识

技能结构合理,与 实施项目关联度高。

3.项 目应于 9O21年 9月 1日 ~⒛23年 8月 31日 内执行,如

遇特殊情况需延期执行的应及时提出申请,经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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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省外国专家局 )批准后执行。拟邀请的海外名师如遇特殊

情况未能来粤交流,经报各同意后,可 改邀请其他同等水平和层

次的海外名师。

4.申 报单位、申报人应对拟邀请的海外名师相关情况进行审核

把关,确保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5.批复立项后,申 报人应当按照计划实施,海外名师在粤行程

安排应当科学合理,举办讲座报告、学术会议、文艺汇演、体育

表演或进行考察交流、科学研究等,扎实推动所在专业领域国际

交流合作。

(四 ) 资助方式。

1.“海外名师—个人类
”
项目立项数不超过 4OO项 ,实行定额

资助,每个项目资助 5万元。 “
海外名师一团队类

”
项目立项数

不超过 30项 (其 中文化、艺术、体育等领域不低于 15项 ),实

行定额资助,每个项目资助⒛ 万元。同一法人单位资助项目数 ,

个人类项目不超过钔 个,团 队类项目不超过 5个。财政资金一次

性下达申报单位。

2.经 费用于资助海外名师及团队的国际往返旅费,专家咨询

费、专家补贴,专家食宿、交通,以及其他与项目相关的合理支

出。项目可资助海外名师助手或亲属 (仅限 1名 )与 项目相关的

合理支出。超出部分由申报单位或申报人自行解决。

(五 ) 考核要求。

项目考核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不对论文发表、

专利申请、专著出版、产品生产等作出硬性要求。项目完成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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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单位及申报人应及时提交以下材料 :

1.总 结报告 (包括执行情况及实施成果 )。

2.经 费决算表。

3.证 明海外名师来粤开展合作交流的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图片2~3张 ,护 照首页、有效签证页以及出入境记录页 )。

4.与 海外名师签订的相关协议或合同(针对线上开展交流的项

目)。

5.项 目变更审核表 (针对有项目变更的项目)。

专题三∶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一 ) 攴持内容。

支持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

个月的学术交流与工作。资助经费作为工作和生活津贴,主要用

于补贴外籍青年科研人员在广东的学术研究与调研活动、食宿、

交通、保险等支出。项目实施周期为 2年 (自 项目正式立项之日

起计算 )。

优先支持创新型国家和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的外籍青年科

研人员到广东企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创新平台、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等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二 )申报条件。

1.申 报单位在 2年 内 (以本通知发布之日为准 )接收外籍青年

科研人员在本单位完成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个月的学术交流

与工作。3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广东境内停留9O天及以上,6

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广东境内停留150天及以上,12个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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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广东境内停留300天及以上 (以 出入境记录为

准 )。

2.来访的外籍青年科研人员应为 1981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

具有外国国籍,硕士及以上学位,目 前应为国外知名企业、高水

平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在职科研人员。

3.本专题申报人应为申报单位接收来访人员项目的相关负责

人。

4.申 报项目名称应统一按照
“
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

xxX学术交流与工作
”

的格式填写,其 中
“XXX” 指具体的研究

领域或方向。

(三 ) 资助方式。

资助交流期限和金额分别为:3个月 5万元/人、6个月 10万

元/人、12个月⒛ 万元/人。

批复立项后,申 报人应按照任务书要求实施项目。项目完成

后及时提交结题材料,由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进行集中材料验收。

(四 ) 考核要求。

1.由 来访的外籍青年科研人员与申报单位人员共同发表论文

不少于 1篇 。

2.提交结题验收报告 1篇 。

3.提交申报单位出具的能证明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

学术交流与工作情况的相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出入境记录、工

作记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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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一 ) 攴持内容。

支持广东省内青年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科研项目,

在国外进行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个月的学术交流与工作。资

助经费作为工作和生活津贴,主要用于补贴广东青年科研人员在

国外的学术研究与调研活动、食宿、交通、保险等支出。项目实

施周期为 2年 (自 项目正式立项之日起计算 )。

优先支持参与欧盟科技计划项目、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

工程、联合国相关机构发起的科研项目,以及与我省签署合作协

议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包括巴基斯坦总理国家科技工作组合作

项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等在先进材

料、分子生命与健康、空气质量科学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二 ) 申报条件。

1.申 报单位在 2年 内 (以本通知发布之目为准)派 出本单位全

职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外完成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个月的学术

交流与工作。3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国外停留90天及以上,6

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国外停留 150天及以上,12个月学术交

流与工作须在国外停留300天及以上 (以 出入境记录为准 )。

2.本专题申报人应为申报单位在职青年科研人员,并拟由申报

单位派遣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科研工作。

3.申 报人应为 1981年 1月 1日 以后出生,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硕士及以上学位,目 前应为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或研

究机构的在职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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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 报项目名称应统一按照
“
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

XXX学术交流与工作
”

的格式填写,其中
“XXX” 指具体的研究

领域或方向。

(三 ) 资助方式。

资助交流期限和金额分别为:3个月 5万元/人、6个月 10万

元/人、12个月⒛ 万元/人。

批复立项后,申 报人应按照任务书要求实施项目。项目完成

后及时提交结题材料,由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进行集中材料验收。

(四 )考核要求。

1.由 申报人与国外接收单位人员共同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 。

2.提交验收结题报告 1篇 。

3.提交国外接收单位出具的能证明申报人在国外进行学术交

流与工作情况的相关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出入境记录、工作记录

等 )。

五、申报方式

(一 ) 网上申报。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通过
“
广东省

政 务 服 务 网
”

或
“
广 东 省科 技 业务管 理 阳光 政 务 平 台

(http∶//pro,gdstc。 gd。gov。 cn/egrantweb)” 提交有关资料进行申报。

(二 )平台注册。首次申报的单位可在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

注册后转入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进行申报;或者由单位

科研管理人员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注册单位信息,获

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同 时获得为本单位项目申报人开设用户帐

号的权限,申 报人从单位科研管理人员处获得用户名和密码,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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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个人信息后进行申报。已注册的单位继续使用原有帐号进行申

报和管理。

(三 ) 审核推荐。各级主管部门在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

平台对申报项目择优推荐。其中各地级以上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的

申报项目,应 由地级以上市科技局 (委 )审核推荐;其余省直等

相关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核推荐。

(四 ) 网上申报时间。

网上集中申报时间为⒛21年 8月 ” 日~9月 27日 ,主管部

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⒛21年 10月 12日 。

(五 ) 纸质材料报送方式。

1.专题一、二全流程在线申报,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2.专题三、四在申报阶段不需送交申报书纸质材料。待项目立

项后,将合同书 (一 式 6份 )与 申报书 (一 式 1份 )等纸质材料

一起报送至省科技厅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3.项 目评审评估过程中需要提供书面材料的,由专业机构另行

通知提交。

六、联系方式

本专项按对应业务处室职责进行归口管理,项 目过程管理工

作委托省科技合作研究促进中心负责。

(一 )联系人及电话。

1.省科技合作研究促进中心 (项 目管理专业机构 )∶

专 题 一一: 020ˉ 83564219、  020ˉ 83163254

专 题 二二: 020ˉ 8316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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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四:⒆ 0ˉ831633O3

2.业务处室 (政策咨询 )∶

专家服务处 (专题一 )∶ ⅡO-83163865

引进智力管理处 (专题二 )∶ ∞0ˉ83163682

交流合作处 (专题三、四 )∶ uO-83163868

3.网 络申报技术支持:∞ 0。83163338、 831634⒆

(二 ) 纸质材料报送地址。

广州市连新路 171号 省科技信息大楼 1楼综合业务办理大厅

(由阝瑚高: 510033, 喊L话 : 020ˉ83163930)

附件:⒛21~⒛” 年广东省国际及港澳台高端人才交流专项

申报材料清单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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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zO21~zOzz年广东省国际及港澳台

高端人才交流专项申报材料清单    }

申报专题 附件

专题-:

银龄专家

1.申 报单位与专家签订的聘用合同 (合作协议 ),需双方签字盖章确

认。

2.专家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有效期内护照或国际旅行证件信息页,

申报单位盖章确认,扣g/png格式。

;。 专家退休证明或申报单位提供专家退休承诺函。

4.专家个人简历及主要成果和业绩 (代表性论文论著、牵头或参与

过的主要科研项目和重大经营管理活动、专家任职单位曾任职证明、

奖励证书等证明材料 )。

专题二 :

海外名师

1.单位法人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

2.组 织机构代码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

3.申 报人及团队成员职称或学位等相关证明材料 (彩色扫描件 )。

4.拟邀请海外名师情况说明以及相关证明材料。

5.拟邀请海外名师来粤确认函 (须海外名师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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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专题 附件

专题三∶

外籍青年科

研人员来广

东进行学术

交流与工作

1.申 报单位与来访外籍青年科研人员签订的中文、外文合作协议或接

收函,须有申报单位公章及申报人签字 (原件扫描 )。 项目立项后需

提交纸质原件。

2.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护照首页、以及学历学位证书 (原件扫描 )。

3.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派出单位或所在国家科技管理部门出具的推荐

函 (原件扫描,模板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下载 )。 项目立项后需提交

纸质原件。

4.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访申请表 (原件扫描,模板在阳光政务平台系

统下载 )。 项目立项后需提交纸质原件。

5.申 报单位出具的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访承诺函 (原件扫描,模板在

阳光政务平台系统下载 )。 项目立项后需提交纸质原件。

6.申 报本专题必须上传 《可行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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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专题 附件

专题四 :

广东青年科

研人员赴国

外进行学术

交流与工作

1.国 外接收单位与申报人签订的中文、外文合作协议或接收函,须有

国外接收单位公章(如有需盖章 )及 申报人签字(必须 )(原件扫描 ),

项目立项后需提交纸质原件。

其中,参与欧盟地平线计划项目、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项目、

联合国相关机构发起的科研项目,以及参与与广东省签署合作协议的

国外机构的项目,须 一并提供项目立项文件 (原件扫描);并在合作

协议或接收函中予以确认说明。

2.申 报人学历学位证书 (原件扫描 )。

3.青年科研人员赴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申报承诺函 (原件扫描 ,

模板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下载 )。 项目立项后需提交纸质原件。

4.申 报本专题必须上传 《可行性报告》。

要求:

1.提交材料如为外文,需 一并附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的中文翻译件。

2.本清单中附件及证明材料须按要求在系统中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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