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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水务局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水务局负责解释。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培鸿、林军、李喆、计超、任海波。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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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务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公益性为主的防洪防旱、水资源配置与综合利用、水环境保护与改善

以及水务能力建设。为规范深圳市水务发展项目申报，根据《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申报编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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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范围、命名原则、申报资格与受

理、方案编制要求、项目申报资料要求。 

本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以采取无偿拨款和贴息运作方式的公益性为主的水务工程建设、修

缮、运行管理维护，新技术推广与实验、示范及非工程措施项目五类项目专项资金的申报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L 106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170  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171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SL 255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编制水利规划及基础工作任务书的通知（水规计〔1999〕259号） 

深圳市水务前期工作管理办法（深水计[2008]107号） 

3 项目申报范围 

3.1 具体申报范围 

3.1.1 防洪防旱 

水库、堤防等水务工程的水毁修复、除险加固和安全达标建设；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的大型维修

和更新改造；河道日常管理维护和整治；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三防”抢险应急工程；其他

非工程措施类项目。 

3.1.2 水资源配置与综合利用 

原水管网、给排水管网改造与维护；水源开发与保护；水源调蓄；雨洪利用、节约用水、污水回用、

海水利用等水利工程设施建设与维护；其他非工程措施类项目。 

3.1.3 水环境保护与改善 

水土保持、河流水质改善、小流域水生态修复等工程项目建设及监测管理；其他非工程措施类项目。 

3.1.4 水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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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规划、水文设施建设与改造、三防信息通讯系统升级改造、新技术推广与示范；其他非工程措

施类项目。 

3.1.5 其他事项 

经市政府批准由专项资金支持的其他项目。 

3.2 不予受理范围 

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不用于下列范围: 
a) 应列入部门预算的项目； 

b) 应列入政府投资或其他财政性专项资金安排资助的项目； 

c) 申报单位近两年内有资金违法、违规使用行为被查处的项目； 

d) 申报单位涉嫌违反《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的
项目。 

4 专项资金项目命名原则 

4.1 专项资金项目名称命名原则 

4.1.1 项目名称应能反映项目的所在地。 

4.1.2 项目名称应能反映项目的类别、属性。 

4.1.3 必要时，可在项目名称中反映实施年度。 

4.2 各类项目命名范例 

4.2.1 防洪防旱 

4.2.1.1 水毁修复项目 

深圳市╳╳区╳╳街道╳╳河(渠)╳╳段水毁修复工程、深圳市╳╳边坡水毁修复工程、深圳市╳

╳检修路水毁修复工程、深圳市╳╳巡防路水毁修复工程等。 

4.2.1.2 除险加固项目 

深圳市╳╳区╳╳街道╳╳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深圳市╳╳泵站╳╳部位除险加固工程等。 

4.2.1.3 安全达标项目 

深圳市╳╳安全达标工程。 

4.2.1.4 水闸、泵站等水利设施维护和更新改造项目 

深圳市╳╳水库放水闸更新改造工程、深圳市╳╳泵站闸门井更新改造工程、深圳市╳╳水库放水

闸运行维护、深圳市╳╳泵站卷扬机运行维护等。 

4.2.1.5 河道日常管理维护项目 

深圳市╳╳河日常管理维护等。 

4.2.1.6 河道整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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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区╳╳街道╳╳河（渠）综合整治工程、深圳市╳╳区╳╳街道╳╳河（渠）╳╳段清

淤工程（╳╳年）。 

4.2.1.7 三防抢险项目 

╳年╳月╳日╳╳抗洪抢险工程等。 

4.2.1.8 其他 

深圳市╳╳区╳╳街道╳╳片（社）区排洪整治工程、深圳市╳╳区╳╳街道╳╳片（社）区排洪

泵站工程、、深圳市╳╳区╳╳街道╳╳箱涵清淤工程、深圳市╳╳区╳╳街道╳╳片（社）区排水管

网改造（清淤）工程、深圳市╳╳社区抗旱保供水工程、深圳市╳╳水厂抗旱保供水工程等。 

4.2.2 水资源配置与综合利用 

4.2.2.1 原水或给水管网改造与维护项目 

深圳市╳╳片区原水管网改造（管理维护）工程、深圳市╳╳片区给水管网改造（管理维护）工程

等。 

4.2.2.2 水源开发、保护、调蓄、雨洪利用及节约用水项目 

深圳市╳╳片区雨水收集工程、深圳市╳╳片区供(取)水工程、深圳市╳╳引水渠改造工程、深圳

市╳╳水库围网工程等。 

4.2.2.3 污水回用项目 

深圳市╳╳片区污水回用工程等。 

4.2.2.4 海水利用项目 

深圳市╳╳片区海水综合利用工程等。 

4.2.3 水环境保护与改善 

4.2.3.1 水土保持项目 

深圳市╳╳片区水土保持综合整治工程、深圳市╳╳裸露山体水土保持综合整治工程、深圳市╳╳ 

边坡水土保持综合整治工程、深圳市╳╳水土保持科普教育示范工程等。 

4.2.3.2 河流水质改善项目 

深圳市╳╳河流水质改善工程、深圳市╳╳水环境设施运行维护、深圳市╳╳曝气机运行维护。 

4.2.3.3 小流域水生态修复项目 

深圳市╳╳流域╳╳段水生态综合整治工程。 

4.2.4 水务能力建设 

4.2.4.1 水务规划项目 

深圳市╳╳流域防汛综合规划、深圳市╳╳抗旱规划。 

4.2.4.2 水文设施建设与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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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文系统建设工程、深圳市╳╳水文系统改造工程。 

4.2.4.3 三防信息通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 

深圳市╳╳三防信息通讯系统升级改造、深圳市╳╳水文自动测报系统改造。 

4.2.4.4 新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 

深圳市╳╳河流╳╳研究、深圳市╳╳规律研究、深圳市╳╳机制研究。 

4.2.4.5 其他非工程措施类项目 

深圳市╳╳技术标准文件编制。 

5 申报资格与受理 

5.1 申报单位资格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水务管理、建设、科研等活动，并具有法人资格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均可申请本专项资金。 

5.2 项目受理 

深圳市水务局常年受理专项资金项目申请，原则上每季度组织一次专家评审，即每季度的第一个月

上旬对上一季度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通过专家评审的项目，经概算审核以后，进入项目库，评审流程

详见附录A。 

6 方案编制要求 

6.1 申请项目性质分类 

根据申请项目的性质,应划分为工程建设类、工程修缮类、工程运行管理维护类、新技术推广与试

验示范类、非工程措施类。 

6.2 工程运行管理维护、新技术推广与试验示范和非工程措施类方案编制要求 

工程运行管理维护、新技术推广与试验示范和非工程措施类由项目申报单位按照本规范第7章的要

求编制。 

6.3 工程建设及修缮类方案编制要求 

6.3.1 设计单位资质 

项目申报单位应按照申请项目的行业类别委托具有乙级以上（含乙级）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项目设

计工作。 

6.3.2 设计成果要求 

项目设计成果应达到初步设计深度要求。 

6.3.3 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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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工程设计应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及标准进行设计，参见附录B。 

6.3.4 项目概算编制依据 

项目概算应严格按照行业规范、标准及文件进行编制，参见附录C。 

7 项目申报资料要求 

7.1 工程建设类项目 

7.1.1 项目申请表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D。 

7.1.2 初步设计报告、图纸及项目概算 

7.1.2.1 初步设计报告 

应包括： 

a) 工程必要性及依据； 

b) 工程任务和规模； 

c) 工程方案或工程布置； 

d) 施工组织设计； 

e) 绩效目标。 

7.1.2.2 项目概算 

应包括: 

a) 编制说明。介绍工程简要概况，包括建设规模和建设范围，并明确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中所包
括的和不包括的工程项目和费用，如有几个单位共同编制时，则应说明分工编制的情况。编制

依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国家和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等； 

2) 部门或地区发布的投资估算指标及建筑、安装工程定额或指标； 

3) 工程所在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人工、设备、材料价格、造价指数等； 

4)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内容及费率标准； 

5) 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如估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b) 总概算表，详见附录 E； 

c) 单位工程费汇总表； 

d)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e)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 

f) 规费计价表。 

7.2 工程修缮类项目 

7.2.1 项目申请表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D。 

7.2.2 初步设计报告及项目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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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1 初步设计报告 

应包括： 

a) 修缮项目的必要性（必要时需进行安全技术鉴定）及依据； 

b) 修缮项目的范围； 

c) 修缮项目达到的要求； 

d) 实施方案或计划； 

e) 绩效目标。 

7.2.2.2 项目概算 

应包括： 

a) 编制说明。介绍修缮项目简要概况。包括规模和范围，并明确项目总投资估算中所包括的和不
包括的工程项目和费用，如有几个单位共同编制时，则应说明分工编制的情况。编制依据应包 

括以下内容： 

1) 项目概算应参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定额标准》及修订意见编写；  

2) 国家和主管部门发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程等； 

3) 其他有关问题的说明，如概算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b) 总概算表，详见附录 E； 

c) 单位工程费汇总表； 

d)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e)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 

f) 规费计价表。 

7.3 工程运行管理维护类项目 

7.3.1 首次安排工程运行管理维护资金的项目 

7.3.1.1 项目申请表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D。 

7.3.1.2 竣工验收证明 

应包括：项目验收鉴定书，鉴定书应采用SL 223统一格式；项目移交证书。属于委托管理的尚需提

供交接文件。 

7.3.1.3 工程运行维护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应按SL 106、SL 170、SL 171、SL 255等相关标准要求编写。主要内容应包括：项目概况、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及绩效目标等。 

7.3.1.4 项目预算 

根据项目运行管理维护实际需要列出各相关费用，各相关费用均应有相关的依据。 

7.3.2 延续项目 

7.3.2.1 项目申请表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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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 上一年度工程维护实施及支出报告 

应包括：上一年度项目实施情况，费用支出情况等。 

7.3.2.3 项目预算 

根据项目运行管理维护实际需要列出各相关费用，各相关费用均应有相关的依据。 

7.4 新技术推广与试验示范类项目 

应包括: 

a)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 D； 

b) 市级以上（含市级）技术评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评估报告； 

c) 工作大纲及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 

1) 项目的缘由； 

2) 项目实施前的现状； 

3) 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 

4) 项目目标； 

5) 项目内容； 

6) 工作方法； 

7) 技术路线； 

8) 预期成果； 

9) 工作进度安排等。 

d) 项目预算，见附录 H中的预算表。 

7.5 非工程措施类项目 

7.5.1 水务规划项目 

应包括： 

a)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 D； 

b) 按照水利部《关于编制水利规划及基础工作任务书的通知》（水规计〔1999〕259号）规定编

制规划任务书，详见附录 F。 

7.5.2 水务工程项目前期工作 

应包括： 

a)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 D； 

b) 按照《深圳市水务前期工作管理办法》（深水计[2008]107号）规定填报水务前期工作任务表，

详见附录 G。 

7.5.3 水务科技项目 

应包括： 

a)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 D； 

b) 参照《深圳水务科技项目暂行管理办法》填报的深圳市水务局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详见附录
H。 

7.5.4 其他非工程措施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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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 

a) 项目申请表，详见附录 D； 

b) 工作大纲及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应包括： 

1) 项目的缘由； 

2) 项目实施前的现状； 

3) 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 

4) 项目目标； 

5) 项目内容； 

6) 工作方法； 

7) 技术路线； 

8) 预期成果； 

9) 工作进度安排等。 

c) 项目预算，详见附录 H中的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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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项目申报指南 

市水务局每年 1 月

发布专项资金年度

申报指南 

组织项目申报 

项目申请单位依据申

报指南开展前期工

作，并向市水务局进

行项目申报，其中，

市属项目直接由局综

合计划处初审；区属

项目（宝安区、龙岗

区、光明新区、坪山

新区）先经各区水务

部门初审合格后再报

市水务局审核。 

开展项目评审 

每季度初对上一季

度申报项目集中进

行一次专家评审，评

审专家应邀请市、区

水务部门业务处

（科）室参加。 

概 算 审 核 

项目方案按照专家

意见修改后，由专业

的咨询公司进行概

算审核。 

项目进入项目库 

由局综合计划处退

回项目申请单位，并

说明理由。 

由局综合计划处退

回项目申请单位，并

说明理由。 

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专项资金项目评审流程 

 

  

         审 核 合 格 通 过 专 家 评 审 

 

 

 

 

 

 未 通 过 专 家 评 审 

 

 初 审 不 合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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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参考设计规范 

规范编号 规范名称 

GB/T 15772-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规划通则 

GB 50007-2002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69-2002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106-2001 给水排水制图标准 

GB/T 50265-1997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88-1999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8-2000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332-2002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67-2006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T 50476-2008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包含条文说明) 

GB/T 50502-2009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CJJ 50-1992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DL/T 5020-2007 水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 

DL/T 5039-1995 水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 

DL/T 5057-2009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DL 5073-2000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DL 5077-1997 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DL/T 5166-2002 溢洪道设计规范 

JTG/T J22-2008 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 

JTG D63-2007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SL/T 4-1999 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SL 25-2006 砌石坝设计规范 

SL 41-1993  水利水电工程启闭机设计规范 

SL 44-2006 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 103-1995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SL 106-1996 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171-1996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170-1996 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254-2000 泵站技术改造规程 

SL 255-2000 泵站技术管理规程 

SL 265-2001 水闸设计规范 

SL 269-2001 水利水电工程沉沙池设计规范 

SL 274-2001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L 379-2007 水工挡土墙设计规范 

注：所参考的相关设计规范包括但不限于本表所列，应以最新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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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项目概算编制依据 

项目概算编制依据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相关规范、标准、条文，应以最新版本为准。 

1)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2002修订本； 

2) 《深圳市工程设计、岩土工程勘察收费标准》99年修订版； 

3) 《深圳市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4) 《深圳市建筑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5) 《深圳市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 2003》； 

6) 《深圳市市政工程综合价格 2002》； 

7) 《深圳市园林绿化综合价格 2000》； 

8) 《招标代理服务取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水利、水电、电力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工程勘察收费
暂行规定〉的通知》（改价格〔2006〕1352号）； 

10)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计格〔1999〕1283号； 

11)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

号； 

12) 《关于印发〈深圳市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服务费计列办法〉的通知》（深水保〔2007〕

362号）； 

13) 《关于〈深圳市工程建设监理费的计列办法〉的通知》（深建价〔2000〕1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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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深圳市水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 

项目申报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 

项目名称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概预算金额  申请市安排计划  

申请市采购中心采购计划  区街道办安排计划  

累计安排  建设性质  

项目总投资  年度投资  

方案编制单位  方案编制单位资质  

方案批复单位文号  方案批复时间  

项目的必要性与依据  

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与实施方案  

项目组织领导机构及保障措施  

项目实施后的预期效益  

区水务主管部门初审意见（区属项

目需征求区局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  

市水务局审核意见  

市财政局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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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总概算表 

技术经济指标（元）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指标 

工程费用 
占工程静态投资的

百分数 

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计费依据及标准     

1 建设单位管理费       

2 项目前期工作费       

3 设计费       

4 勘察费       

5 施工图预算编制费       

6 施工图审查费       

7 工程安全监督费       

8 工程质量监督费    

9 工程质检费    

10 水土保持监测费    

11 工程保险费       

12 工程建设监理费       

13 招标代理服务费       

14 环境影响咨询费       

15 工程招标交易费       

16 建设单位临时设施费       

三 基本预备费       

四 建设项目总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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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规划任务书编制要求 

F.1 基本要求 

为了加强水利前期项目的项目管理，规范前期工作，勘测设计单位在开展规划工作前，必须编报规

划项目任务书。 

F.2 规划名称 

按规划河流、区域名称和规划目标及主要任务拟定流域(区域)综合规划或专业规划项目名称。 

F.3 立项缘由 

简述规划流域(区域)水利工作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论述开展规

划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各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委托开展规划工作，应附相应文件。 

F.4 项目基本情况 

简述规划流域(区域)、河段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往开展工作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F.5 规划指导思想及编制原则 

按照规划流域(区域)和有关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水利发展规划要求，明确指出规划应遵循国家

有关规定及经批准的有关水利规划，并与其总体部署相符合。 

F.6 规划范围 

简述流域(区域)范围，按规划要求准确划定规划范围，如区域规划说明区域范围。 

F.7 规划水平年及规划任务 

a) 明确拟定与国家和地区国土规划、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及有关行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相协调的规划
水平年。规划水平年一般应研究近期和远期两个水平，远、近结合，相互协调，并以近期为重

点。 

b) 以规划流域和有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对流域治理开发的要求为依据，分清主次、突出
重点，分轻重缓急拟定规划任务。 

F.8 规划工作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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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明确规划工作的主要内容。规划工作应分为基础工作和规划研究工作，尽量做到细化、量化。 
b) 基础工作主要指规划范围内基本情况和基本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地理信息、地质资料尽
量利用已有成果，如需施测，须列出范围、数量及精度。 

c) 规划研究工作主要内容及深度，应按《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要求，详细列出研究专题及规
划工作内容。 

F.9 规划主要成果 

根据规划主要内容及规划大纲，列出应提交的主要规划成果，包括中间报告、专题报告。 

F.10 编制单位及组织形式 

应明确规划编制单位和组织形式。当项目由若干单位共同承担时，须明确总负责编制单位，以及各

参与工作单位分工协议。各参与工作单位成果报告及其产品质量由总负责单位负责。 

F.11 规划工作控制进度 

按照完成规划内容所需的勘测设计控制工作量和项目承担单位的生产能力，参照水利水电工程勘测

设计生产定额，合理拟定规划工作控制进度安排。 

F.12 规划总工作量和工作经费 

a) 简述以往已完成的勘测设计实物工作量及提交的成果，评价这些工作量及成果的可利用情况。 
b) 根据规划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及规划工作大纲的要求，估算规划设计工日，按当年单价及收费
标准单价计算规划设计费用。 

c) 勘测控制工作量及费用估算。将勘测大纲要求具体布置的勘测实物量折算成标准工作量，确定
勘测控制工作量。按勘测控制工作量乘当年单价及收费标准单价计算勘测工作费用。 

d) 根据规划工作需要，如有外协工作，应根据委托的工作量，估算外协工作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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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水务前期工作任务表 

申请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投资匡算  前期工作委托方式  

立项缘由 

 

 

 

项目主要工作内容 

 

 

 

前
期
工
作
进
度
安
排 

 

项
目
经
费
（
含
前
期
）
筹
措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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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深圳市水务局科技项目申请书 

深圳市水务局科技项目申请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封面内容包括：项目名称、承担单位、申请单位、起止日期、项目负责人、联系人、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受理日期，落款为深圳市水务局科技信息中心。 

b) 简表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姓名  性别  年龄  

项目负责人 

职务  职称  专业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 硕士 学士 其它 

项目组人数 

        

协作单位  

项目起止年月  

申请金额  

项
目
内
容
、
意
义
和
预
期
成
果
摘
要 

 

 

 

 

 

 

 

c) 项目内容和意义。 

d) 预期成果和提供成果的形式（包括总目标、申请资助限内预计达到目标和分阶段目标及经济效
益或社会效益）。 

e) 拟采取的研究技术路线（包括研究工作的总体安排、理论计算、实验设计、实验方法及其可行
性论证，预计可能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f) 目标国内外研究概况、水平及趋势。 

g) 实现本项目目标已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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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过去的研究工作基础； 

2) 现有的主要实验研究条件； 

3) 现有的研究技术力量。 

h) 本项目已有其他经费来源及金额。 

i)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合作者已承担的其他研究任务及经费来源，项目负责人与主要合作者能用于
本项目的时间。 

j) 项目经费预算表。 

其中 
申请补助总金额 

        年       年        年             年          年 

      

其他经费来源及金额  

预算经费科目（按1、科研服务费；2、实验材料费；

3、仪器设备费；4、实验室改装费；5、协作费；6、

管理费的顺序填列。） 

金额 需要理由及计算根据 

   

总    计   

金额单位万元 

 

k) 项目工作进度安排                                                                  

工作进度年月 主要工作内容 

  

（请注明项目鉴定或待鉴定时间） 

l) 经费偿还计划。 

m) 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合作者的简历，近期发表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主要论文、著作和科研成果的名
称（按人填写，注明发表时间、刊物名称）。 

n) 项目负责人的合作者姓名、年龄、职称、专业、本项目中的分工。 

o) 申请单位学术委员会（或相应的机构）主要负责人意见及签章。 

p) 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意见及签章。 

q) 申请单位公章及落款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