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人社函 匚⒛19)41号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⒛19年度贵州省高层次留学

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叻  】

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市 (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贵安新区党工委政治部,仁

怀市、威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部门及中央在黔

单位 :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留学回国人才队伍建设,鼓励留学人员为

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及五大新兴产业提供智力

支持,按照 《贵州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州省高层

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黔

人社通 (⒛ 18)271号 )的相关规定,现将 2019年度贵州省高层

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申报范围

留学人员主持或参与的大数据、大生态、大健康、新材料、



装各制造、高效山地农业、文创旅游等领域的正在实施中的创新

创业项目。

二、申报项目类别及考核要求

(一 )项 目类别

1、 重大项目:申 请人参与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等科技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国家

重大技术改造/伧刂新项目,或者申请人主持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或者投资总额大于 500万元以上的

创业项目。

2、 优秀项目:申 请人主持的省 (部 )级科技计划项目 (除

省科学技术基金一般项目外 )、 省级技术改造项目或其他省级技

术创新项目;或者投资总额大于 300万元以上的创业项目。

3、 启动项目:申请人主持的市 (厅 )级以上并具有较好应

用前景的创新项目;或者投资总额大于 100万元以上的创业项目。

(二 )考核要求

1、 重大项目:在项目实施期内,创 新类项目需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不少于 4篇 (其 中被 SCI二 区期刊收录 2篇 ),申 请国家

发明专利 2件 ,指导 3-5名 研究生;创 业类项目需实现营业收入

200万元以上/年 ,纳税 20万元/年 以上,安置就业人数 15人 以

上。

2、 优秀项目:在项目实施期内,创新类项目需公开发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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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不少于 4篇 (其 中被 sCI二 区期刊收录 1篇 ),申请国家

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 2件 ,指导 2「 3名 研究生;创 业类项目

需实现营业收入 150万元以上/年 ,纳税 15万元以上/年 ,安置

就业 10人以上。

3、 启动项目:在项目实施期内,创新类项目需在 sCI或 中

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不少于 2篇 ;创 业类项目需实现营业收

入 80万元以上/年 ,纳税 8万元以上/年 ,安置就业 5人以上。

三、资助金额                l
重大项目一次性资助 30万元,优秀项目一次性资助20万元 ,

启动项目一次性资助 10万元。

四、申请条件

留学人才择优资助项目申请人须具各以下条件 :

(一 )创新类 (在高校、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或在企业从

事科技成果转化王作 )

1、 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思想政治表现好 ,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 在国 (境 )外获得博士学位 ;

3、 来黔工作时间不超过 2年 ,即 2017年 6月 1日 后来黔工

作 ;

4、 用人单位全职引进,并签订 3年以上工作协议。

省内相关单位在职赴国(境 )外进修学习 1年以上的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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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各以下条件 :

1、 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思想政治表现好 ,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 博士学位 ;

3、 进修回国时间不超过 2年 ,即 zO17年 1月 1日 后田国;

4、 与单位签订 3年以上工作协议。

(二 冫创业类 (创 办企业 )

1、 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祖国,诚信守法,思想政治表现好 ,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 在国 (境 )外获得硕士以上学位 ;

3、 申请人系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最大自然人股东,且出资

额占企业注册资本 50%以上;

4、 企业注册资金不低于 50万元人民币,企业注册已满 1年

但未超过 3年 ,即 2016年 1月 1日 至⒛17年 12月 31日 期间在

黔注册的企业,且企业已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对香港、澳门、台湾来黔创新创业的人员,参照上述要求进

行申报。

五、工作流程

(一冫个人申报。凡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由项目申请人自

愿申报,填写贵州省高层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申请

表 (见附件 1),准各相关佐证材料送推荐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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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 目推荐。省直单位由主管部门审核后送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其他单位按属地由市 (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

核后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推荐单位须对申报项目及申报人的

来黔工作时间、申报项目、申报书及相关佐证材料是否真实、申

报项目是否重复申报等情况进行核实。

(三 )项 目评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专家对推荐项

目进行评审,提 出资助项目建议名单,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综

合评议后确定拟资助项目名单。         廴 ·

(四 )公示立项。拟资助项目名单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网站公示 (涉密人员除外)无异议后下发立项通知,签订项目资

助合同,划拨资助经费。

六、材料报送

(一 )申报人思想政治表现情况。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报人

的思想政治表现进行审核,并提交《申报人思想政治表现情况说

明》。

(二 )项 目申请表。《贵州省高层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择优资助申请表》,附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意见并加盖公章。(表

样见附件 1)

(三 )项 目一览表。项目一览表,A4纸打印,加盖推荐单

位公章。(表样见附件 2)

(四 )佐证材料。创新项目需提供申请人学历学位证书、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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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回国人员证明或学历认证、工作证明,依托项目立项通知、立

项书及申报书,其他项目或成果、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上述材料需经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且装订成册。创业项目需提

供申请人学历学位证书、留学回国人员证明或学历认证、获奖证

书、企业营业执照、出资证明、企业章程、2018年度企业财务

报表、企业纳税证明等材料复印件。上述材料需经单位审核并加

盖公章,且装订成册。

项目申请表、佐证材料分别胶印,一式两份,A4纸双面打

印,并标注目录与页码。

六、工作要求

(一 )高度重视评选工作。各地各相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关于加强留学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要求,通过开展高层

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评选,激发广大留学人才服务

我省三大战略行动和五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和热情。

(二 )扎实有序做好项目推荐工作。各地各相关单位要及时

将《通知》转发至有留学人员工作的单位,用 人单位要积极组织、

支持符合条件的留学人员申报。通过评选,充分发挥留学人才在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作用。

(三 )择优资助项目不可重复申报。按照不重复资助的要求 ,

已获得过留学人才资助的项目或资助人不得再申报。

(四 )按时按要求报送材料。申报材料请于⒛19年 4月 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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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报送至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局(项 目申请表及

一览表电子版请发送至联系人邮箱 ),逾期或者报送材料不符合

要求的,不予受理。

联 系 入:王海英

电  话:0851-86860828(传真 )

由阝    箱: 576633411aqq。 c。m

联系地址:贵阳市毓秀路 27号省人才市场大楼 6楼 002室

附件H。 贵州省高层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申请

表

2.贵州省高层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一览表

(丿专印 30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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