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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式审查表 

总体 

项目指南 

1 
已学习《2018年项目指南》和《申请须知》，认真研读了申请书所涉及的相关项目类型和

相关学部、学科的要求。 
□ 

2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符合申报学科和项目类型的资助范围。 

提示：目前不属于申报学科资助范畴已成为形式审查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各学部尤其是

生命和医学部各学科明确说明了不受理的研究内容，请务必关注。 

□ 

科研诚信 3 
已学习项目指南中《科研诚信须知》内容，申请人和项目参与者全面了解申请书相关内容

并对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 

纸质 

申请书 
4 

申请书纸质版为正式版（水印为NSFC2018），并与电子版版本号完全一致。 

纸质申请书一式2份、A4纸双面打印，签字盖章页、封面单面打印、签字页申请人和参加

者本人亲笔签名，合作单位已盖章；左侧装订，附件装订于申请书之后。无缺页、无遗漏 

□ 

限项检查 

5 

已研读并完全理解《限项申请规定》的内容，申请人和参加人员均不超项。 

提示：ISIS 系统只提供辅助限项检查，系统中能提交申请书并不表明申请人和参加者一

定不超项！ 

□ 

6 

2016年和 2017年连续两年申请面上项目未获资助，本年度不得再申请面上项目；2017年

已获基金资助的，本年度不得再申请同类型项目；不具有高级职称 2018 年底结题的青年

基金项目负责人本年度可申请面上项目。 

□ 

申请人资格 

身份 

7 
申请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或有 2名研究领域相同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推荐（须

附推荐函原件），部分类型项目在此基础上还有特殊要求。 
□ 

8 
在职研究生须附导师同意函原件，只可申请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在职攻读硕士不得申请

青年基金。 
□ 

9 

在站博士后（含师资博士后等在站教师）只能申请面上和青年项目，不得申请其他类型项

目，申请项目需要单位提供承诺函，原件附在申请书后作为附件提交。 

师资博士后等在站教师申请时，职称请选择目前的专业技术职务，不要选择博士后。 

□ 

非全职境
内外人员 

10 申请基金项目，需提供聘任合同的复印件和聘任说明（具体要求见附件部分） □ 

11 
不得同时以境外、境内两种身份申请或参与项目，即正在主持或参加海外及港澳合作项目

或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不得申请其他项目，反之亦然。 
□ 

年龄 12 

计算至申请当年 1 月 1 日：青年基金项目男性不超过 35 周岁，女性不超过 40 周岁； 优

秀青年基金男性不超过 38 周岁，女性不超过 40 周岁；国家杰青不超过 45 周岁；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不超过 55周岁。 

□ 

管理学部
项目 

13 
作为负责人 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但在当年申请截止前，未取得

《结项证书》，不得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类项目（申请杰青项目除外）。 
□ 

14 
申请人已获得《结项证书》、2018年度作为申请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者，须在提

交的申请书后附《结项证书》复印件，且在《结项证书》复印件上加盖依托单位公章。 
□ 

15 2018年已申请了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得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 □ 

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项目名称 

面上 

青年 
16 

指南中无明确要求的，面上项目请选择“常规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附注说明不填写； 

数理学部倾斜资助项目、交叉项目，医学部专项类面上项目，请按指南要求填写附注说明。 
□ 

重点项目 17 “项目类型”填写“重点项目”，“附注说明”中注明指南中列出的“重点项目领域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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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代码填领域名称后的代码； 

生命学部 “非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附注说明栏应选择“非领域申请”字样；信

息学部“非立项重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附注说明栏应选择“非立项重点领域”字样 

重大 

研究计划 
18 “亚类说明”填写“培育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附注说明”填写相应的计划名称。 □ 

联合基金 19 
联合基金根据相应指南，亚类说明选择“重点支持项目”或“培育项目”或“集成项目”，

附注说明选择相应的联合基金名称。 
□ 

关于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 

申请代码 20 

查询本年度最新的学科代码，确保申报内容属于申请代码的资助范畴； 

申请代码 1是确定受理部门和遴选评审专家的依据，代码 2作为补充； 

申请代码选择到最末一级（6位或 4位），生命学部项目必须选择到最末一级； 

重点基金和联合基金需按照指南要求准确填写领域对应的代码，请查看指南。 

□ 

研究方向 

关键词 
21 

研究方向、关键词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生命学部所有项目 5个关键词中第 1、第 2关键词必须在系统中选择，第 3、4和第 5关

键词可以选择，也可自己填写，鼓励全部关键词都在系统中选择。 

□ 

申请人基本信息部分 

 22 从 ISIS系统个人信息自动导入，请在 ISIS系统中，将个人信息填写完整，确保信息完整准确。 
□ 
 

23 
每年工作时间：申请面上项目、青年项目建议 6-8个月；申请杰青、优青不得少于 9个月；申

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包括参加人均不得少于 6个月。 
□ 

合作研究单位信息 

24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有合作单位,确需有的，合作单位不超过 2个。 □ 

25 
项目组有外单位人员（包括研究生）参加，即视为有合作单位，须填入合作单位栏中，合作单

位名称须与公章（法人章）完全一致。 
□ 

26 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不填合作单位，但必须附带有参加人本人签名的同意函。 □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7 群体、杰青、优青项目名称应填写“研究领域”，而不是具体的研究课题名称。 □ 

研究期限 28 
各类项目的研究期限，系统已自动生成，请不要修改。注意： 申请人为科研博士后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研究期限，但必须是整数年：即 2019年 1月-20**年 12月。 
□ 

摘要 

29 
群体、杰青在申请书摘要部分，应填写“主要学术成绩”,优青写主要学术成绩（强调基础）

和下一步的工作（突出创新潜力）。 
□ 

项目组主要成员 

30 
项目组成员身份证号码、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无误。每年工作时间：骨干成员可以 6

个月左右，学生 8-10个月 
□ 

31 杰青和优青项目组成员一栏不要填写，群体项目组成员不超过 5人且全部为本单位人员。 □ 

32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组成员只填校内合作者；申请者供职单位及专业技术职务用

英文填写；申请者或合作者同期只能申请 1项且无该类在研项目。 
□ 

经费申请表、预算说明表 

直接费用 33 直接费用建议额度 面上项目: 地学部 75万，数学、管理、医学 60万，其他学部 70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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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额度 青年基金 25万;重点基金 350万;优青必须为:130万;杰青必须为:350万(数学和管理 245

万);群体必须为 1050 万(数学和管理 735万) 

直接费用
预算表 

34 

直接费用：请按照指南中的《预算编报须知》和《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中所列的用

途，测算各科目的预算金额； 

项目一经批准各科目金额不得再随意调整.各科目测算依据：会议费、差旅费依据学校管理办

法、因公临时出国费（财行〔2013〕516号）外宾接待费（财行〔2013〕533号）专家咨询费财科教〔2017〕

128号“其他支出”不要填写； 

各科目后备注栏中请简单说明本科目的用途，一定不能空着 

□ 

预算 

说明表 
35 

请根据《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中各科目的要求，详细填写具体用途和详细的计算依

据，此部分是专家评审经费是否合理的依据，请务必仔细填写，不能空着,不能过于简单(至

少要写到预算说明书的 2/3页)； 

注意：1、需要给合作单位分配经费的，请说明合作单位的名称、单位类型、任务分工、

研究任务负责人，承担资金额、占总资助金额的比例以及是否已签订合作协议；2、购置

或试制单台价值 10万元以上设备需要特殊说明 

□ 

报告正文 

36 
申请书未涉及任何违反法律或涉密内容，特别在论述个人承担或参与项目时注意不要把国防保

密项目列入；国防项目需进行脱密处理，不要出现项目编号，项目名称用*号代替。 
□ 

37 在填写正文之前，下载并查看本类型项目的“填写说明和撰写提纲” □ 

38 

正文务必下载系统中的报告正文“word模板”填写（不要用“填写说明和撰写提纲”中的提纲

撰写），无遗漏，内容规范、真实； 

一定不要删除正文提纲各标题及后面括号中的说明，每一部分的内容填写在标题下，如无内容

可填写“无”；正文编辑时不要插入页眉、页脚和页码； 

正文请合理增加小标题，使内容层次分明；注意调整字体、字号、行间距等格式，力求清晰、

美观；合理利用加粗、下划线等，突出重点。 

□ 

立项依据 39 

立项依据部分参考文献书写规范，列出所有作者、论著题目、期刊名或出版社名、年、卷

（期）、起止页码；参考文献中一定有多篇最新发表的本学科主流期刊文章； 

“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部分按要求字数填写，字数上下不差 10%。 

□ 

技术路线 40 技术路线最好用图示和文字结合的方式表示；特色和创新之处不宜太多，一般不超过 3点。 □ 

年度计划 41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保持一致。 □ 

研究基础 42 

详细论述与本申请相关的前期工作基础，以及所提出的新设想、新假说的实验依据和必要

的前期实验结果等，前期工作已发表的论文，可以详细列出，尚未发表论文者请提供重要

的实验结果的相关材料，如图表等。此部分请不要只罗列文章、专利等。 

□ 

承担的与
本项目相
关的科研
项目情况 

43 无在研项目的，该栏目填“无”。 □ 

44 

只列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主持或参加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情况； 

所填项目均是没有结题的项目，并已注明项目的名称和批准号、主持或者参加、经费来源、

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 

□ 

完成自然
科学基金
项目情况 

45 申请人没有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在该栏目填“无”。  □ 

46 

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加小标题，对项目基本情况，完成情况、后续研究进展、

与本项目关系详细说明，另外需要填写结题项目的研究工作总结摘要（限 500 字）和相关

成果的详细目录。 

□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7 
申请人同年申请了不同类型的基金项目，请在本人的每份申请书中据实说明申请的其他项

目的类型、名称，并说明与本项目的区别和联系。没有请写“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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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具有高级职称的申请人或参加者同年申请或参加的项目单位不一致的，或与在研的项目

（包括主持和参加）单位不一致的，请在相应部分据实说明，没有请写“无” 
□ 

申请人和主要参加者简介 

申请人 

简历 

49 
申请人简历由系统自动生成，如有错误，请从“个人信息维护”中修改；请注意据实填写

曾使用证件信息和教育、科研经历（含博士后经历），科研经历中务必填写导师信息。 
□ 

50 

申请人主持参加项目情况部分：按照格式范例规范填列，所列项目按开始时间倒排序。建

议只列省部级以上的项目，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项目不要列。如主持和参加的项目较多，

可选择性填列：国家基金项目全部列出，国家级项目优先、在研项目优先、主持项目优先。 

□ 

51 

请使用成果导入功能导入申请人的成果，成果按时间倒排序，所选择成果无时间限制（杰

青要求近 5年）；如申请人成果较多，请选择代表性（和本项目相关、层次较高、近几年

发表的等）的即可，无需全部列出。 

□ 

参加者 

简历 

 

52 项目组成员（除研究生外）均需上传简历。 □ 

53 

参与者简历格式请参照系统自动生成的申请人简历格式！ 

请勿删除或改动模版中蓝色字体的标题及相应的说明文字（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奖励情况部

分除外）。各标题下的格式和范例请删除。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奖励情况部分中，没有内容

的标题请删除，并调整相应的序号，具体参考申请人简历格式。 

□ 

54 
参与者教育和科研工作经历请按照倒序填写，注意经历的连贯性，研究生和博士后经历中

导师姓名务必填写。 
 

55 

参加人主持和参加项目情况部分：按照格式和范例规范填列，所列项目按开始时间倒排序。

建议只列省部级以上的项目，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项目不要列。如主持和参加项目较多，

可选择性填列：国家基金项目全部列出，国家级项目优先、在研项目优先、主持项目优先。 

□ 

56 

主要参与人如果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

在此按照范例据实填写（如：身份证号码位数发生变化、身份证号码发生变化；身份证件

类型发生变化等），否则按不端行为处理，没有请填“无”。 

□ 

57 

成果请倒排序。成果请按照范例和要求规范标注第一、通讯、共同第一作者等；参与者的

姓名请加粗；如参加人成果较多，请列出代表性（和本项目相关、层次较高、近几年发表

的等）即可，无需全部列出。所列成果无时间限制 

□ 

签字和盖章页  

58 

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已在纸质申请书上亲笔签字，手签与印刷体是一种语言，签字和成员

列表中的名字完全一致，无错别字； 境外人员不签字，只需在附件中提供带签名的知情同意

函，同意函上的签字语言须与申请书上的印刷体一致。 

□ 

59 

申请书中的项目组成员中如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参加，即视为有合作单位，在申请书的基本

信息页中填写合作单位名称，并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合作单位法人公章（红章），申请书所填

写合作单位名称必须与所盖合作单位公章名称一致。 

□ 

附件  

60 按照下表的附件类型和要求，上传相应附件，需纸质的附件已附于申请书之后。 □ 

以下附件均需电子化(有公章的需彩色)后上传，同时将纸质版附在纸质版申请书后（特殊说明的除外） 

需提供附件的条件 附件类型 附件要求 

申请面上项目、青年、重点需提

供 1-4；申请优青需提 1-5； 

申请杰青、创新群体需提供 1-6

（群体需 10 篇代表性论著） 

1． 5篇申请人本人发表的与申请项目相关的代表性论文全文电子版（论著只提供著作封

面、摘要、目录、版权页等）；2．国家级科技奖励、省部级奖励（二等以上）奖励证书

的扫描文件；3．专利或其他公认突出的创造性成果电子版扫描文件；4．在国际学术会

议上报告邀请信或通知电子版扫描文件（附件 1-4请按上述顺序上传，无需附纸质版）5、

论文收录引用情况证明；6、学术委员会推荐意见；。（附件 5-6 需上传原件的彩色扫描件，

同时附纸质原件，随申请书报送） 

申请人无博士学位、 

无高级职称 
2 封推荐信 

推荐人为本领域具有高级职称，推荐信中注明推荐人姓名、职称、研

究领域、工作单位，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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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为在职研究生 

（无论是否有高级职称） 
导师同意函 

说明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项目后工作时间条件保证等，

亲笔签名 

申请人为在站博士后 

（包括师资博士后等在站教师） 
单位承诺函 

按照学校申请通知，携本人承诺函，到科技处换取学校承诺函,将承

诺函彩色扫描上传,原件附于申请书之后 

境外人员参加项目 

（包括研究生） 

参加人知情同意

函 
本人亲笔签名的信件传真等，说明本人同意参加项目且履行相应职责 

获国家社科基金已取得结项证书 
社科基金结项证

书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申请人为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

员（绿卡、兼职教授等） 

聘任合同、 

聘任说明 

合同复印件，人事部门出具包含聘任岗位、期限、每年工作时间的说

明，人事部门盖章 

涉及伦理学研究、生物安全保障

项目 

伦理证明、生物

安全承诺 
如我校无法开具伦理证明和生物安全保障承诺，可由合作单位开具 

申请重点基金项目 
5 篇代表性论文

全文及首页 

申请人本人发表，与本项目内容相关。生命学部要求申请人为第一或

通讯作者且为近 5年（2013年 1 月 1 日之后）发表的。 

（电子版上传全文，纸质版只附首页） 

简历中列了未正式发表论文 接收函或在线出版网页链接 

申请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

项目 

1、英文申请书 2、合作协议（双方签字）3、合作者主持项目证明或者近 3年发表论文全

文 4、外方合作者对英文申请书的确认函 

申请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和重大基金项目 

有合作单位的，合作单位的分预算和预算说明（加盖合作单位公章） 

单价超过 10 万的购置/试制设备需提供报价单、询价文件等材料 
 

（此表请双面打印装订，与本人相关的内容在“□”内打“√”，无关内容打“×”，与申请书

一并交至科技处） 

申请人承诺： 

本人提交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为本人所写，内容真实，未涉及任何

违反法律及涉密内容；本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存在超项情况，人员信息真实、准确，

课题成员知情并同意参加本项目，本人及课题成员均为亲笔签名；项目中合作单位

（有合作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知情并同意其单位人员参加本项目研究，加盖的法

人公章真实、有效。 

本人已依据形式审查表（上表）对申请书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对，申请书所有内

容均符合形式审查要求。本人和项目组成员对申请书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

和合规性负责。               

 

申请人签字： 

日期：2018年 3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