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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2019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重点针对人与动植物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外来生物

入侵、实验室生物安全，以及人类遗传资源和特殊生物资源流失

等国家生物安全关键领域，开展科技攻关，推动我国生物安全科

技支撑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按照全链条部署和一体化实施的原则，本专项设置基础研究、

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典型应用示范等三种任务类型。

结合实施方案总体安排以及 2016年、2017年和 2018年立项情况，

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旨在加强生物安全关键技术产品研发，部

署 4个研究方向，国拨经费总概算数约为 0.9亿元，实施周期为

2019年—2021年。具体指南如下。

1. 基础研究

1.1病媒生物反向病原学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新发突发媒介传染的人及动植物疾病威胁，改变

传统的出现疫情、病害后再确认病原体、寻找传染源、明确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和作物的被动防控策略，从人—动物—环境交界面出发，从

已知和潜在病媒生物着手，发现新的病原微生物，研究其传染性和致

病性，以及其媒介生物的传播机理和传播的生物学基础，同时开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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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流行风险评估和早期预警研究，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防卫。

考核指标：从至少 80种、100万份样本的各类潜在病媒生物

中，发现、分离和评估 20种以上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新的潜在病原

体、30种以上国内首次发现的新病原体、至少 20种新宿主和媒介；

完成至少 10000例高危人群的特定新病原体的感染调查，确定至

少 3种新病原体的致病性、传染性和传播机理；建立病媒生物反

向病原学监测示范基地 5个以上，以及至少 8种新传染病的时空

传播风险预测模型和传播基础。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 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

2.1生物危害现场快速感知应对便携箱组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生物危害现场应急处置这一生物安全防御重

大需求，研制新一代的生物危害现场快速感知应对便携箱组，高

效遂行多样化复杂环境条件下生物威胁侦察预警、样本采集、快

速检测、免疫接种、洗消处置、数据信息传输，具有模块化、制

式化、信息化等特征。

考核指标：基于无线数据传输、激光诱导荧光光谱分析、湿

壁气旋、上转发光、微流控、三代高通量测序等关键技术，开发

新型生物气溶胶侦察箱、流行病学侦察作业箱、微生物采样箱、

空气微生物采样箱、媒介生物采样箱、生物样品转运箱、快速免

疫检测箱、快速核酸检测箱、免疫接种箱、生物消杀箱，形成不

少于 10大类 20种作业箱样机 1套，外箱采用轻质材质且为拉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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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结构，单个作业箱重量最大不超过 25千克，可机动搭载或人员

携行，收拢和展开简便，具有规范数据标准和数据接口；完成不

少于 5种细菌或病毒的性能验证。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2.2重大外来入侵生物甄别及防控关键技术产品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直接威胁我国民众健康、农业生产、生物多

样性、生态环境等已传入和潜在重大外来入侵生物，开展基于多

组学、生物传感、模型验算、智能分析、生态调控等重大外来入

侵生物甄别及防控研究，提升“防控并举、联防联控、阻止入侵、

狙击扩散、降低危害”能力。

考核指标：建立完善重大入侵生物传入和扩散风险分析预判

和即时预警的动态可视化智能分析技术平台和用户终端网络，基

于《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中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

生物名录》等完成 300种以上重要入侵生物的入侵风险定量评估；

研发重大入侵生物实时监测、检测溯源、灭除根除、狙击拦截、

调控修复等 5种以上新技术、新产品；完成 5种以上重大入侵生

物的跨境/区域（包括我国生物入侵重点发生区域、重点生态脆弱

或红线区域）综合治理的应用示范研究，制订不少于 2项国家标

准报批稿、不少于 2项行业标准报批稿。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3. 典型应用示范

3.1生物安全样本库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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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重要病原体及其媒介生物和宿主动物，以及

人类遗传资源等主要类别的生物安全样本，开展检定技术标准、

信息数据标准、管理体系标准研究，形成生物安全样本库相关技

术规范和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建立生物安全样本的检定、保藏、信息数据存储，

以及样本库认可管理等技术标准和规范，形成生物安全样本库相关

标准体系；制订不少于 2项国家标准报批稿、不少于 2项行业标准

报批稿；建设不少于 3家符合标准的生物安全样本库示范基地。

拟支持项目数：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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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针对指南支持的研究方向，鼓励相关单位跨部门、跨学科

进行优势整合，以项目的形式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

项目应根据考核指标提出细化、明确、可考核的预期目标。

2. 每个研究方向支持 1~2个项目。原则上该方向只立 1个项

目，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基础路线明显不同的情况下，

可同时支持 2个项目，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

择优选择其中 1个项目继续支持。

3.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不超过 10个，每个

课题设 1名负责人，鼓励由 35岁（含）以下青年科学家担任课题

负责人。项目参加人员不超过 50人，其中，主要学术骨干不超过

20人。

4.涉及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与信息数据的项目，需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执行。项目结题前，

应按照要求向科技部指定机构提交备份样本或信息数据。

5. 开展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有关要求，并具备从事相关研究的经验和保障条件。

6. 企业牵头申报产品、设备研制的课题，其他经费（包括地

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

不低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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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牵头单位、课题申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课题负责人

须签署诚信承诺书，项目牵头单位、课题申报单位要落实《关于

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厅字〔2018〕23号）要求，

加强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杜绝夸大不实，甚至弄虚作假。

8. 项目牵头单位、课题申报单位和合作单位以及项目团队成

员诚信状况良好，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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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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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

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材料，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课题）；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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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

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不含任务或课题）

负责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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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8年 6月 30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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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不超过 10个。

（2）开展高等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病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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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实验室有关要求,并具备从事相关研究的经验和保障条件。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田金强 010-8822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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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重点专项 2019 年度

项目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1 徐建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主任医师

2 曹务春 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研究员

3 张卫文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教 授

4 林拥军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教 授

5 袁正宏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 研究员

6 王亚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教 授

7 徐海根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科所 研究员

8 万方浩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

9 吴东来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

10 王健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

11 严 进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植物检疫研究所 研究员

12 方志强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副主任医师

13 陈新文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研究员

14 刘文军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15 张河战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员

16 张星耀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新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17 卢孟柱 中国林业科学院林业所 研究员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 01
	附件11
	1. 基础研究
	2. 共性关键技术及重大产品研发
	3. 典型应用示范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 02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田金强  010-88225153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研发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