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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海
南省财政厅建立财政专项资金公开制度，2015年继续全面公开
专项资金项目安排情况，保障专项资金决策科学、安排公平、运
行安全、使用高效。欢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财政专项资金
分配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持有异议或进行举报的，请联系海南
省财政厅纪检组（68531653），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海南省重大科
技项目和经费的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重大科技项目，
是指针对本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
求，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新
产品开发、科技合作和技术应用示范推广
等科技项目。

第三条 省重大科技项目和经费由省
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共同管理。

省科技厅负责省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
实施，编制项目申报指南，组织项目申报，
会同省财政厅组织项目申请与立项、项目
实施与管理、项目验收与评价、经费使用与
监督等工作。

省财政厅负责省重大科技项目经费的
管理、审核和下达，会同省科技厅组织项目
申请与立项、项目实施与管理、项目验收与
评价、经费使用与监督等工作。

第二章 项目申请与立项

第四条 省科技厅根据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和科技发展规划部署，结合省委省政
府年度工作重点，适时在省科技厅网站上
发布项目申报指南，明确年度支持方向和
范围，确定申报的时间、渠道和方式。

第五条 项目立项按照公开竞争的原
则，采取主管部门推荐、项目单位自主申
报、公开招标等方式择优确定项目承担单
位。

（一）主管部门推荐，是指由主管部门
根据省科技厅发布的项目申报指南，汇总
审核符合本部门管理职能的项目申报材料
后，向省科技厅提出立项申请。

（二）项目单位自主申报，是指项目单
位根据省科技厅发布的项目申报指南，结
合自身发展需要，向省科技厅提出立项申
请。

（三）公开招标，是指省科技厅根据本
省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影响本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利益或重大产业的
技术问题，每年选择若干个科研项目在全
国范围内公开招标，择优确定项目承担单
位。

（四）项目立项程序包括：
1、申报受理。项目申报由省科技厅

受理。
2、初审。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对

受理的项目进行初审。
3、实地考察。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

厅对初审项目进行实地考察。

4、专家评审。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
厅组织专家对项目申请材料进行评审，择
优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5、联合会审。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
厅在实地考察和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召开
专题会议，联合对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进
行会审。

6、项目公示。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
厅对联合会审通过的项目分别在省科技
厅、省财政厅网站和海南日报上进行公示，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7、报省政府审批。省科技厅会同省
财政厅根据考察情况、专家评审意见、联合
会审和公示等情况编制项目立项及经费分
配建议方案，上报省政府审批。

8、项目下达。经政府批准获得立项
的项目，由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下达项
目立项通知。

第六条 年度累计已获得省级其他科
技专项经费支持超过100万元的项目，原
则上当年不再予以立项为省重大科技项
目。

第三章 项目实施与管理

第七条 项目实施实行合同制管理。
项目立项后，项目承担单位应在规定的时
间内与省科技厅签订项目任务书。项目任
务书应包括项目目标任务、年度绩效评价
考核指标、验收方式方法、项目预算、补助
金额等内容。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签订项目
任务书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八条 项目任务书甲方为省科技厅，
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双方基本职责如下：

（一）甲方职责
1、监督检查项目执行情况；
2、跟踪服务和协调解决项目执行中

的有关问题；
3、会同省财政厅组织项目验收。
（二）乙方职责
1、按照项目任务书规定组织项目实

施；
2、落实项目实施条件和配套经费；
3、保证财政补助经费专款专用；
4、接受甲方对项目执行情况的监督

检查，按甲方要求报告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及时报告重大事项，按要求填报甲方制发
的有关调查表和统计表；

5、提交项目验收所需的有关材料，按
时进行项目验收。

第九条 项目任务书内容一般不得变
更，因客观原因确需变更的，须由项目承担
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省科技厅审批。

第十条 项目跟踪管理。省科技厅会
同省财政厅采取如下方式对项目进行日常
管理。

（一）定期报告。在项目执行期间，项
目承担单位应于每年1月30日前向省科技
厅提交上一年度项目实施情况的总结报
告。

（二）不定期报告。根据工作需要，省
科技厅和省财政厅可要求项目承担单位不
定期报告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三）实地检查和跟踪服务。省科技厅
会同省财政厅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实地
检查和跟踪服务，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计
划进度实施，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一条 年度考核。每年年初省科
技厅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对上一年度项目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情况作为项目
下一年度财政经费滚动支持或调整的重要
依据。

第四章 项目验收与评价

第十二条 项目验收由省科技厅会同
省财政厅组织实施，或由省科技厅会同省
财政厅委托有关机构组织验收。

第十三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在项目
任务书规定的实施期限届满后3个月内，
提交书面验收申请及相关验收材料报省科
技厅；项目需延期验收的，项目承担单位应
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可延期验收，但只
能延期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

第十四条 项目验收以项目任务书为
依据，对项目是否完成任务书规定的研究
开发内容和技术、经济指标等作出客观、实
事求是的评价。

第十五条 在项目验收时，项目承担单
位应提交具有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经费审计报告。

第十六条 项目验收时应组织项目验
收专家组。验收专家组由熟悉专业技术、
经济、财务和管理等方面专家组成，其中财
务审计专家应具备专业资质。设专家组组
长1名，同一个单位的专家一般不超过2
人，专家人数一般为不少于5人的单数。

验收专家组应认真审查项目验收材
料，必要时应进行现场考察，收集听取相关
方面的意见，核实或复测相关数据，独立、
客观、负责地形成验收意见。

第十七条 项目验收时，先对单个课题
完成情况进行评价，再对整个项目完成情
况进行评价。验收意见分为“通过验收”、

“不通过验收”和“结题”三种结论，并出具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项目绩效评价的内容
包括：绩效指标考核（含技术指标和经济指
标），项目取得的相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等。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分配省重

大科技项目经费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八条 完成或基本完成项目任务

书确定的任务和技术、经济指标，经费使用
合理的项目，通过验收。

第十九条 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
一的，不予通过验收：

（一）项目任务书规定的主要任务和技
术、经济指标没有完成；

（二）提供的主要验收文件资料、数据
不真实、不完备；

（三）擅自修改项目任务书内容；
（四）经费审计结论为违规或严重不合

理使用财政补助经费。
第二十条 项目结题。由于不可抗力

因素、市场变化等客观原因使得项目无法
继续进行，由承担单位提出申请，省科技厅
会同省财政厅审批终止，按照结题处理。

第二十一条 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应
当按照科技保密、科技成果评价登记、知识
产权保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学技术奖
励等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第五章 经费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二条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按照财政补助要积极引导企业增加科技创
新投入的要求，财政补助经费应按照单位
和项目的性质分类采用事前立项事前补
助、事前立项事后补助和奖励性补助等方
式进行。

事前立项事前补助，是指承担省重大
科技项目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其他纯
公益性的单位，签订项目任务书后，给予适
当事前补助。

事前立项事后补助，一般是指承担省
重大科技项目的企业单位，签订项目任务
书后，项目单位应自行投入资金组织开展
研究开发和示范推广等活动，可事前拨付
部分财政补助资金，项目年度任务完成或
项目验收后，再给予适当补助。

奖励性补助，是指承担省重大科技项
目的单位和其他企事业单位，根据市场需
求及发展需要组织开展研发活动，取得了
能够解决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重大
技术成果，经单位申请，省科技厅会同省财
政厅按照规定程序审查通过后，给予适当
奖励性补助。

第二十三条 项目财政补助经费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
统一纳入单位财务管理，实行分账核算、专

款专用。项目财政补助经费的开支范围包
括项目管理费和项目实施经费。

第二十四条 项目管理费是指用于省
科技厅、省财政厅为开展项目评审、监督
检查、项目验收及绩效考评等工作所发
生的费用；按省财政厅有关规定提取和
使用。

第二十五条 项目实施经费是指财政
补助给各项目承担单位用于支付在省重大
科技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与研究开发活动
直接相关的各项费用。项目实施经费分为
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一）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
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
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
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
作与交流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
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和其他
支出等。

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购置或试制的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
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
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2、材料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等低值易
耗品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3、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研究
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承担
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
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4、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
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装置
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
燃料消耗费用等。

5、差旅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
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
交通费用等。

6、会议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论证、评审
以及协调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

7、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
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及外国专
家来华工作的费用。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
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需要支
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
献检索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
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9、劳务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
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
相关人员（如在校研究生）和项目组临时聘
用人员等劳务性费用。

10、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
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
用。专家咨询费不得支付给参与本项目研
究、项目管理的相关工作人员。专家咨询
费的开支标准，参照本省有关规定执行。

11、其他支出是指在研究开发过程中
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以外的其他支出。

（二）间接费用是指项目承担单位在组
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
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项目承担单
位为项目实施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
屋，日常水、电、气、暖消耗等。

间接费用使用实行分段超额累退比例
法计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项目
实施经费中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
一定比例核定：100万元（含100万元）以
下部分不超过10%；超过100万元至500
万元（含5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8%；500
万元以上部分不超过5%。

项目承担单位不得在核定的间接费用
以外再以任何名义在项目实施经费中重复
提取、列支其他费用。

第二十六条 经批准的省重大科技项
目财政补助经费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不作调
整，如确需调整的，按照《财政部 科技部关
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行
政事业单位使用财政补助经费形成的固定资
产属于国有资产，按照《海南省省直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执行。企
业使用财政补助经费形成的固定资产，按照
《企业财务通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执行。

使用财政补助经费购置的固定资产，
符合加入省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平台要
求的，均应在购置当年加入共用平台，对外
开展优质优惠服务。

第二十八条 已完成并通过验收的项
目结余财政补助经费，由省财政厅按照本
省财政拨款结余指标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二十九条 项目因结题或因故终止
形成的剩余财政补助经费，由省科技厅根
据相关规定收回，并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资
金调整使用方案报省财政厅审批。

第三十条 对于弄虚作假、虚报项目
材料骗取财政补助经费等违反本办法规
定的行为，由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根
据情节轻重采取通报批评、取消申报资
格、停止拨款、终止项目等措施予以相应
的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于违反财经纪律，截
留、挪用、挤占省重大科技项目财政补助经
费等行为，省财政厅会同省科技厅将按照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
第427号）等法规的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
任人员的责任，并根据情节轻重采取通报
批评、取消申报资格、停止拨款、终止项目
等措施予以相应的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
省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
行。

财政专项资金公开
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
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2015年度海南省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分配表

下转B07版▶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课题名称 课题承担单位课题承担单位课题承担单位课题承担单位
2015年支持经费2015年支持经费2015年支持经费2015年支持经费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690690690690
课题1：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产业化关键技术研发 海南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200
课题2：高效硅基薄膜三叠层太阳能电池产业化开发与应用 海南汉能光伏有限公司 200
课题4：分布式光伏发电在校园虚拟现实的研究与实现 海南天能电力有限公司 90
课题5：光伏并网逆变系统研发与制造 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司 200

600600600600
课题1：特种玻璃熔制技术引进集成应用研究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200
课题2：CVD在线镀膜技术引进集成应用研究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200
课题3：特种玻璃新产品应用研究 海南大学 200

710710710710
海南省人民医院（牵头） 43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34
海口市人民医院 43
海南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 300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100

课题3：干细胞临产前安全性评价研究 海南医学院（牵头） 190
450450450450

课题1：新型疫苗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海口维瑅瑷生物研究院 150
课题2：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产业化及扩大适应症研究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150
课题3：治疗糖尿病新药-艾塞那肽产业化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0

600600600600
课题1：新一代智能视频监控的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应用 三亚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100
课题2：轻量级IPV6无线传感网网关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三亚中兴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50
课题3：中高端光电倍增管产业化 海南展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00
课题5：智能交通可视化指挥系统研究与开发 海南恒信电讯工程有限公司 50
课题6：监控可视化信息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海南国能中海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00

700700700700
课题1：天涯国际旅游云计算服务平台 海南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
课题2：动漫游戏移动社区开发与产业化应用 海南动网先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70
课题3：智慧“物流港”的研发与示范应用 海南久其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50
课题4：“云”端上的国际旅游岛智慧交通的研发与应用 科力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50
课题5：基于云计算的海南省科技管理系统研究与应用 海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80

课题6：广电网络视频云服务平台开发与应用示范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 50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330330330330
课题1：深海勘探技术研究 三亚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200
课题2：深海移动观测平台自主观测研究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70

课题3：岸基主控潜标系统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南海研究站 60

1160116011601160
海南碧凯药业有限公司（牵头） 100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50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50
海南九芝堂药业有限公司 100
海南葫芦娃制药有限公司 30
海南中盛合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30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
所（牵头）

8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40
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 50
海南医学院（牵头） 80
海南霖丰园实业有限公司 10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40

白沙鸿晟种养专业合作社 14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所（牵头）

70

海南森瑞谱生命科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海南省药物研究所 60

课题5：石斛垒石和挂树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 海南石斛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6

7

8

云计算平台和数字城市
关键技术的引进与集成
应用

一一一一、、、、引进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引进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引进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引进集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合计：

二二二二、 、 、 、 海南特色产业关键技术海南特色产业关键技术海南特色产业关键技术海南特色产业关键技术
合计：

1

2

3

4

5

太阳能光伏产业关键技
术合作研究与示范

特种玻璃产业关键技术
的引进和集成应用

临床级干细胞制备技术
、动物疾病模型建立及
临床转化研究

生物医药技术在产业化
及新适应症的研究和集
成应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品
关键技术的引进与集成
应用

深海技术及海洋装备关
键技术的引进与集成应
用

南药、黎药产业化关键
技术研究

课题1：常见来源干细胞的基础生物学特性及对重大疾病动物模型治疗效果研
究

课题2：常用干细胞种子库的建立

课题1：特色南药、黎药中成药药材种植推广及产品的二次开发

课题2：道地南药益智、槟榔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3：特色资源高良姜、牛大力种植推广及产业化

课题4：特色南药黎药活性成分、验方开发利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980980980980
海南海黎三贝珍珠养殖有限公司 160

海南定大养殖有限公司 80

三亚意源养殖有限公司 60

海南大学 50

海南海研热带海水鱼类良种场 80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 50

海南省昌江南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0

海南文成实业有限公司 80

海南定大养殖有限公司 120

海南大学 70

文昌龙楼金海韵实业有限公司 40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60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牵头） 60

海南大学 40

900900900900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190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0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100

临高盛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所

80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70

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150

海南春蕾南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所

50

470470470470
课题1：热带水果资源发酵生产纤维素食品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海南大学 40

海南岛屿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8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 70

海南兆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
所

30

海南大学 30

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 60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设计研究
所

70

690690690690
海南博大兰花新科技有限公司 100
儋州盈丰兰花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1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50

海南新绿神热带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150

三亚兰德国际玫瑰谷发限公司 100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园林花卉研究所 90
海南大学 50

900900900900
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100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园林花卉研究所 70
海南省枫木实验林场 6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

80

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 40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
所

100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
所

70

海南香树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80
海南沉香观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0
海南中野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0
屯昌智申中药开发有限公司 70
海南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0

9

10

11

12

13

海水健康苗种繁育及深
水网箱养殖关键技术研

究和应用

主要作物南繁育制种关
键技术研究与产业示范

热带水果加工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重要热带花卉产业化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珍贵乡土树种种苗选育
及沉香产业化技术集成
应用与示范

课题1：海南优势养殖鱼类、贝类苗种规模化繁育与产业化开发

课题2：对虾良种选育及优质种苗扩繁技术研究和应用

课题3：石斑鱼健康高效陆基养殖模式及关键技术研究

课题4：深水抗风浪网箱鱼类高效健康养殖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

课题1：南繁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及筛选与示范

合计

合计

课题2：南繁外来物种对海南生态的影响及南繁生物生态安全防御体系研究与
服务平台建设

课题3：主要南繁作物优势区域与基地标准化建设技术研究与示范

课题2：椰子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课题3：香蕉、芒果、菠萝保鲜、贮运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应用

课题4：海南主要热带水果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

课题1:重要热带花卉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合计

合计

课题2:热带露地栽培花卉品种筛选及配套栽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课题1：海南珍贵乡土树种种苗选育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

课题2：沉香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利用

合计：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资金由省科
技厅转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