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天然気
集固有限公司 科技管理部

科技〔2022〕 7号

美子印友 《中国石油天然気集固有限公司

科技含1新基金項目管理亦法》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及外部科研机柏:

現杵《中国石油天然気集困有限公司科技奄1新基金項目管理

亦法》F「 友給休11,清依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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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セ科技管理部



中国石油天然気集固有限公司
科技含J新基金項目管理亦法

第一章 患 興J

第一条 力規疱和カロ張中国石油天然気集困有限公司科技を1

新基金項目(以 下筒称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管理,根据中国石

油天然気集困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中国石油 )相 美管理規定,キ1定

本亦法。

第二条 中国石油堅持Cl新第一哉略,堅持支禅当前、31頷

未来,末承激励奄1新 、捧仇支持、平等党争的原只1,着力提升原始

奄1新能力,力 争前暗性基袖研究、引頷性原奄1成果重大突破,助 カ

石油科技Cl新 ,促辻石油科技逃歩,没立中国石油を1新基金項目。

第二条 中国石油Cl新基金項目管理執行中国石油保密和知

沢声枚等有美管理規定。

第二章 机杓与駅責

科技管理部リヨロ管理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主要第四条

取責是 :

(一 )

(二 )

負責姐奴端+1禾口友布年度項目指南 ;

負責建立中国石油含1新基金項目寺家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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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負 責姐鉄項目汗常、批准項目汁夫1;

(四 )負 責監督姿助項目実施 ;

(五 )負 責俎鉄項目詮牧。

第五条 カカロ張中国石油奄1新基金項目的管理、坑箸和実施 ,

科技管理部接照勘探升友、工程技木、煉油化工、新能源和新材料

等寺立頷域授枚勘裸升友研究院、工程技木研究院、石油化工研究

院、深り1新能源研究院禾口上海新材料研究院作力中国石油を1新基金

項目的主持単位わ成果対接単位。

第六条 主持単位主要取責 :

(― )負 責寺項目承担単位答汀合同;

(二 )負 責項目初歩常査禾口中期栓査 ;

(三 )負 責編制年度執行情況扱告 ;

(四 )1/1助 解決項目近行辻程中IitFll的 同題 ;

(五 )17b助 完成項目汗常希口詮牧 ;

(六 )負 責接牧項目成果和管理項目月楷資料。

第三章 申清与坪市

第七条 科技管理部依据集困公司五年科技友晨規夫1禾口中K
期規え1姐 鉄編キ1項 目指南。年度項目指南千集困公司日声回靖或媒

体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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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主要面向中国石油外部科研

机杓和国内高等院校的青年科学技木人員,申 清中国石油を1新基金

項目鹿当至少具各以下条件 :

(一 )遵守中準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規,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徳 ;

(二 )申 清当年 1月 1日 未満 40周 夢 ;

(三 )具有高級寺立技木取券 (取称 )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

(四 )具有承担基袖研究保題或者双事基袖研究的能力。

第九条 有下夕1情況不得申清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

(一 )作力負責人正在承担中国石油奄1新基金項目;

(二 )正在攻政研究生学位者。

第十条 中国石油を1新基金項目的申清人鹿当足中国石油セ1

新基金項目的実隊負責人,限力 1人 ;作力申清人同年申清中国

石油Cl新基金項目限力 1項。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鼓励申清人在研究困仄中吸幼中国石

油所属企事立単位的青年科学技木人員。

第十一条  中国石油奄1新基金項目研究期限一般力 3年。

第十二条  中国石油ell新基金項目接以下程序申清 :

(一 )申 清人接照年度項目指南要求,通辻項 目承担単位提

出ギ面申清,申 清人対所提交申清材料的真実性負責;

(二 )申 清材料由 2銘 相同研究頷域、具有正高級寺立技木

取券 (取称)的科学技本人員ギ面推若,推若人反対申清材料中

立項的必要性及可行性Ii4_行汗介,井女口実介勿申清人的立券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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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力等情況 ;

(三 )項 目承担単位対申清材料的真実性和完整性邊行常核

井捧仇推若,対所推若申清材料出具推若意見后接照年度項目指

南要求坑一提交。

第十三条 主持単位負責申清材料的初歩常査。有下夕1情形

え一的,不 予受理,通辻項目承担単位通知申清人,井現明理由:

(一 )申 清人不符合本亦法規定条件 ;

(二 )申 清材料不符合年度項目指南要求 ;

(三 )未在規定期限内提交申清。

第十四条 科技管理部負責姐奴寺家対受理的項目申清辻行

坪常。汗常形式包括会袂坪常或函常,由 科技管理部碗定汗常方式。

第十五条  中国石油Cl新基金項目的坪常皮当重点考慮以下

几企方面 :

(一 )似升展研究工作的科学介値和奄1新性 ;

(二 )提出奄1新思路
～

牙展ell新研究的港力 ;

(三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有申清人的を1新 能力 ;

(四 )対 中国石油並券友晨矛口捉高科技を1新売争力的作用。

第十六条 対千已受理的申清項目,科技管理部根据申清ギ

内容/11有 美汗常要求双寺家庫中随机逃捧 7名 以上(合 7人 )寺家

逃行汗常。対内容相近的申清項目皮当逃捧同一姐寺家坪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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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科技管理部鰊合寺家汗常意見希口年度姿助′こ額情

況,決定予以姿助的項 目金額,原 只1上毎企項 目姿助金額不起辻

50万元。

第四章 実施与管理

第十八条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由申清人担任項目負責

人。項目承担単位鹿当俎鉄項目負責人接照姿助通失口的要求填写項

目合同ギ,井在牧至1姿助通失口え曰起 20企工作日内完成常核,提

交主持単位。

主持単位自牧至1項 目合同ギえ曰起 20企工作曰内常査、答汀

項目合同ギ,井扱科技管理部各案。答汀后的項目合同ギ作力項

目実施、多費抜付、栓査
～
詮牧的依据。

項目負責人除根据姿助通知要求対申清ギ内容逃行調整外 ,

不得対其化内容逃行交更。

途期末提交項目合同ギ且在規定期限内未沈明理由的,祝カ

放弁接受姿助。

第十九条 中国石油奄1新基金項目姿費管理実行 “包千+1",

印項目径費釆取定額方式姿助,元需再編tll姿費洋如預算沈明。項

目申清人泣当本着科学、合理、規疱、有数的原只1申 清姿助額度 ,

項目久責人足項目姪費使用的宣接責任人,自 主決定使用項目資金

井対資金使用的合規性、合理性、真実性
～
相美性負責。

中国石油Cl新基金項目径費不夕1支没各費、失口沢声叔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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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費不超辻項目恙径費的 8%。

第二十条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盗費実行分批抜付。合同

ギ答汀后 40企工作 曰内抜付項目席功径費,中 期栓査后依据中期

栓査結果抜付余額。

科技管理部釆取々主持単位答汀合同或汁夫1任券ギ等方式下

抜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径費和管理費。項目径費由主持単位接

照科技管理部批准的額度分男1抜付給項目承担単位,管理奏力支

禅象持項目近行、管理而友生的各炎費用,主要包括会袂費、各

洵費、汗常費等。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径費必須単独核算、寺款寺用。主持

単位和項目承担単位対項目姪費不得裁留、榔用或重新分配。

項目承担単位皮当十1定 中国石油奄1新基金項目径費 “包千+1"

管理規定井扱送主持単位各案,落共項目萩算凋芥1、 同接径費坑

箸使用、芳券費管理等管理枚限,眼踪姿助項目的実施,監督姿

助項目径費的使用,碗保資金合理合規使用。

第二十一条 項目負責人接照項目合同ギ姐鉄升晨研究工作 ,

倣好姿助項目実施情況的原始泥永,端写項目年度逃展扱告。

項目承担単位負責常核項目年度逃展扱告井千次年 1月 15

日前提交主持単位。

第二十二条 中国石油Cll新基金項目実施辻程中,項 目負責人

不得交更。

項目負責人有下夕1情形え一,項 目承担単位鹿当及叶提出終

当 一



止項目実施的申清,扱主持単位批隻;主持単位也可以宣接作出

終止項目実施的決定 :

(一 )不再足項目承担単位科学技木人員 ;

(二 )不 能墾象升展研究工作 ;

(三 )未接合同ギ規定執行 ;

(四 )逹象一年以上出国;

(五 )未履行保密、知沢声枚管理取責 ;

(六 )有票1窃 化人科学研究成果或者在科学研究中有弄虚作

仮等不端行力。

項目負責人凋入男一単位工作的,多所在単位寺原項目承担

単位177商 一致,由 原項目承担単位提出交更項目承担単位的申清 ,

扱主持単位批隻。177商 不一致的,主持単位作出終止核項目負責

人所負責項目実施的決定。

第二十三条 項目実施辻程中,研究内容或者研究汁え1需 要作

出重大調整的,項 目負責人泣当及叶提出申清,多項目承担単位常

核后扱主持単位批隻。

第二十四条 不能接期完成研究汁夫1的 ,項 目負責人可以申清

延期 1次 ,申 清延長的期限不得起辻 1年。

項目久責人泣当千項目姿助期限届満前提出延期申清,姿項

目承担単位常核后扱主持単位llLtt。

批准延期的項目泣当接叶提交項目年度逃展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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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友生本亦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

条情形,作 出批隻、不予批隻和冬止決定的,主持単位泣当通知項

目承担単位和項目負責人,井扱科技管理部各案。

第二十六条 主持単位在項目研究周期辻半后姐奴中期栓査。

中期栓査内容包括:任券完成情況、主要成果及を1新点、如沢声叔

管理々径費使用情況等。

中期栓査泣成立中期栓査寺家姐。寺家生成長主要由主持単

位、項目承担単位及中国石油相美頷域技木寺家、科技管理、財

券等具有高級以上 (合高級 )取称人員姐成,人数一般在 7人以

上 (合 7人 )。 参考項目研究工作的人員不得作力寺家姐成長。

第二十七条 中期栓査鹿形成寺家意几,栓査結果力週辻或冬

止,井 由主持単位扱科技管理部各案。栓査結果力冬止的項目,由

項目負責人端制研究扱告、財券決算扱告禾ロエ作扱告,多項目承担

単位常核后,上扱主持単位Ei4_行資料リヨ楷。

第二十八条 自項目姿助期満え曰起 30日 内,項 目負責人負

責撰写結題報告、財券決算扱告等詮牧資料。項目負責人対詮牧姿

料的真実性負責。

項目承担単位対詮牧資料的真実性和完整性逃行常核,坑一

提交主持単位。

第二十九条 有下夕1情況之一的,主持単位責今項目承担単位

利項目負責人子 10企工作 曰内提交或者改正 :

(一 )未接叶提交詮牧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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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交的詮牧資料不芥仝或者手数不完各。

第二十条 主持単位対詮牧資料初歩常査合格后,由科技管

理部姐鉄項目詮牧。詮牧内容包括:研究任券完成情況、主要成果

寺奄1新情況、財券決算情況等。

第二十一条 中国石油を1新基金項 目詮牧釆取会袂詮牧或函

常詮牧,由科技管理部碗定詮牧方式,井成立詮牧委員会。詮牧委

員会由主持単位、項目承担単位及中国石油相美頷域技木寺家、科

技管理、財券等具有高象以上 (合高級 )取称人員姐成,人数一般

7人以上 (合 7人 )。 参考項目研究工作的人員不得作力詮牧委員

会成長。

会袂聡牧由科技管理部姐鉄,項 目負責人,E扱 、答疑,詮牧

委員会径反疑、坪袂后,形成詮牧意見和結発;函 常詮牧由科技

管理部指定面常寺家対詮牧資料常同后,提交ギ面坪決意見,科

技管理部根据多数寺家意見形成詮牧意見和結港。

第二十二条 聡牧結港分力 :

(一 )完成合同要求,聡牧結搭力通辻詮牧。

(二 )詮牧委員会対詮牧意兄存在較大昇袂、需要ネト充相美

材料或江明,詮牧結発力哲象詮牧;哲象詮牧的項 目,項 目承

担単位根据詮牧意几在半年内ネト充完成有美工作后,再次申清

詮牧。

(三 )提供的詮牧資料不真共,未完成項目的主要曰林、任

券和技木姪済考核指林,詮牧結搭力不通辻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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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項目承担単位鹿在 20企工作 日内向主持単位提

交接照詮牧意見修茨后的聡牧坪介被告及其化詮牧リヨ楷資料,不通

辻詮牧的項目接詮牧リヨ楷要求逃行資料リヨ楷。項目成果径主持単位

接牧后,主持単位接照合同及有美規定逃行成果登泥。

主持単位在項目詮牧資料リヨ楷和成果登泥后 20企工作 曰内杵

詮牧結果整理上扱科技管理部。

第二十四条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形成的寺不1、 技木秘密禾ロ

汁算机軟件著作枚等井沢声枚リヨ中国石油所有,対千合同釣定中国

石油寺項目承担単位共有的,在逃行失口沢声枚登泥叶,中 国石油カ

第一枚不1人。

第二十五条 中国石油唸1新基金項目形成的港文、寺著、軟件、

数据庫、寺不1以及盗定、荻爽、成果扱道等須注明 “中国石油科技

を1新基金姿助"字祥 ,英文力 “SponsOred by CNPC Innovation

Found"。

第五章 監督与責任

第二十六条 項目承担単位及項目負責人三年内累汁友生 1

項以上 (合 1項 )項 目冬止或未通辻詮牧,科技管理部自下一年

度起三年内不再受理咳項目承担単位及項目負責人申扱中国石油

を1新基金項目的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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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承担中国石油奄1新基金項目管理取責的単位和

企人,逹反本亦法及中国石油有美規定的,給予批汗教育;情市校

重的,接照合同釣定和中国石油有美規定迫究責任。

第六章 附 興J

第二十八条 本亦法由科技管理部負責解粋。

第二十九条 本亦法白F「 友之曰起施行。《中国石油天然気集

困公司科技Cl新基金項目管理亦法》(科技 〔2021〕 1号 )同 時疲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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