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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发计划

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社会公共事业创新专项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发展热点问

题，重点围绕我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城市安全与发展、政法

科技、应急产业、文体事业等领域重点科技需求，开展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示范，为提高我省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社会治理能力

和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提供有效科技支撑。

二、支持重点

（一）食品安全关键技术

1.乳制品、葡萄酒等食品中污染物识别和阻控技术研究（指

南代码：3090101）

研究内容：针对乳制品和葡萄酒等食品中污染物形成，开展

污染物种类和成因研究，分析形成、迁移、转化和代谢消长规律，

研究污染物在食品形成过程中预防控制技术及污染物的吸附、酶

解和化学调控等污染物去除技术；研制绿色、安全的阻控酶制剂、

菌制剂等产品，并开展有毒物质降解产物的安全性评价；形成内

源污染物高通量、高精准、快速检测技术。

绩效指标：构建食品中污染物种类和本底值数据库 1 个，信

息不少于 200 条；研发食品中污染物安全预防和控制技术不少于 6

项；完成不少于 10 种污染物降解产物的安全性评价；建立 5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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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污染物检测方法；研制绿色安全绿色、安全的阻控酶制剂、菌

制剂等产品不少于 3种；提出基于 HACCP 策略的安全控制规范 2～

3个；制定相关技术规程或标准不少于 5项，申请国家专利不少于

5项，相关成果在 1个省级、5个以上市县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

20 家以上食品生产企业应用。

有关说明：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财政资

金一次性拟支持不超过 150 万元。

2.食品真实性识别和鉴伪技术研究（指南代码：3090102）

研究内容：针对食品掺假缺少标准化检测方法、缺乏掺假定

量识别能力和未知物种鉴伪技术等问题，以动物源性和植物源性

食品为研究对象，在肉及肉制品、水产制品等易存在掺假行为的

食品中，基于新型基因检测和数据处理技术、新型质谱技术，研

发不同食品类别动物源性、植物源性食品真实性非靶向鉴伪技术

和食品真实性定量识别技术，建立食品掺杂、掺假生物传感分析

新方法，开发现场实时并行检测新设备。

绩效指标：研发不同食品类别动物源性、植物源性食品真实

性非靶向鉴伪技术 3～5项；定量识别技术 3～5项；制备 5～8种

高敏感性、高特异性生物功能新材料；开发 2～3种适合现场高通

量快速检测的生物传感检测仪器，实现 5种以上食品快速定性定

量鉴定；申请专利 2～3项；形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补充检验

方法不少于 2项；在不少于 10 家市场监管系统实验室进行验证和

应用；形成食品风险检测报告。

有关说明：本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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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次性拟支持 100 万元。

（二）公共安全与应急产业

1.防灾减灾救灾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指南代码：

3090201）

研究内容：针对各类灾害的应急响应和救援能力提升，开展

各类自然灾害、城市安全、火灾消防等领域的防灾减灾监测预警

技术、灾害处置技术及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重点支持基于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气象、地震等自然灾害预测预警关键技术、装备

及灾害评估研究；多灾种作用下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性评估及韧

性提升技术应用与示范；支持开展全省自然灾害风险系统评估相

关研究。

绩效指标：构建暴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智能预报模型和

风险评估指标；针对地震及不同类型地震次生灾害，研发 1～2项

以上灾害处置技术及设备，研发 1～2项远程侦测技术和灾害快速

评估技术；构建多灾害因素耦合效应下城市基础设施全寿命性能

预测模型、灾变特征及多指标评估方法；研发 1～2项以上大型生

命线工程系统安全性监测、预警技术装备和快速评估技术。

有关说明：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拟针对不同灾害类型或技

术路线择优支持。每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50 万元左右。

优先支持项目执行期内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产品的项目。

2.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指南代码：3090202）

研究内容：针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防范遏制重特大事

故，支持危险化学品安全保障、工程施工安全保障和煤矿、非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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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装备研究与应用。重点支持化

工与制药危险工艺本质安全技术及装备研发与应用，化工园区高

危行业重大事故防控技术研究、智能化道路交通运输安全保障技

术研发与示范。

绩效指标：针对化工与制药产业安全生产需求，实现对生产

全过程的安全监控与风险溯源智能分析，开发 1～2套化工制药危

险工艺本质安全技术装备，并完成应用验证；针对化学工业园区

高危行业，研发爆炸性环境现场泄漏物探测、爆炸性智能判定与

侦检、点火源早期探测与熄灭等关键技术 3项以上；开发 1 套高

速公路大件运输安全智能评估系统，构建智能化风险源管控技术

平台；研发废弃危险化学品鉴定与协同处置、工程施工安全、矿

山深部开采安全等安全生产关键技术及装备 5项以上。

有关说明：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拟针对不同灾害领域事故

类型或技术路线择优支持，每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50 万

元左右。优先支持项目执行期内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

品的项目。

3.应急救援装备研发（指南代码：3090203）

研究内容：针对新时期我省重大自然灾害防治现代化和应急

产业发展需求，支持开展自然灾害防治、城市安全保障、安全生

产重大事故防控等方面应急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重点支持新型

应急指挥通信、智能无人应急救援、超高层建筑火灾消防救援、

自然灾害专用抢险救援、生命救护、水上搜救等技术装备的研发

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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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开发1～2套以上自然灾害专用抢险救援技术装备；

开发 1～2 套火场内消防员生命体征监测和人员精准定位技术装

备；研发 1～2项新型抑爆剂、环境友好型灭火等产品；研发针对

高层建筑、水上、地下空间、大型商业综合体、城市交通隧道等

不同特殊行业或特定环境的应急处置与智能救援装备 3～5 套以

上。

有关说明：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拟针对不同灾害领域事故

类型或技术路线择优支持。每个项目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50 万

元左右。优先支持项目执行期内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产品

的项目。优先支持国家、省应急产业示范基地中的企业牵头申报。

（三）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1.建筑外墙高性能新型保温材料研发（指南代码：3090301）

研究内容：为解决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外墙保温系统厚度增

加带来的安全、防火及容积率增加问题，开展保温材料热工性能、

防火性能研究，结合材料生产成本，研发集保温性能、耐火性能

于一体的 A级耐火高性能建筑外墙保温材料。

绩效指标：研发 1种以上建筑外墙高效保温材料，燃烧性能

等级 A 级，导热系数不高于 0.018W/(m
2
·k)，经济成本增量不高

于现有进口石墨聚苯板的 20%，可工业化生产，完成示范项目建设

不少于 2项，建筑面积不低于 1万平方米。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本项目应整体

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超过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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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装配式超低能耗建筑技术体系研发（指南代码：3090302）

研究内容：针对超低能耗建筑建设周期长、效率低、智能化、

工业化水平不高、施工质量稳定性不强等问题，聚焦不同类型装

配式建筑与超低能耗建筑交叉融合建设中的无热桥连接和气密性

等技术难点，开发适用于超低能耗建筑的不同类型的围护系统，

提出装配式超低能耗建筑的整体解决方案，形成装配式超低能耗

建筑设计及施工关键技术体系，建立配套的标准体系。

绩效指标：形成不少于 3 个类型的装配式超低能耗建筑成套

技术体系，建立配套的设计及施工技术指南；编制装配式超低能

耗建筑标准 1项；完成示范项目建设不少于 2项，建筑面积不少

于 5000 平方米。

有关说明：企业牵头，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项目应整体申

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超过 200 万

元。

（四）政法科技创新

1.互联网庭审技术研究应用（指南代码：3090401）

研究内容：为满足新形势下互联网庭审的智能化需求，开展

法言法语和地方方言的语音识别技术、笔录在线签名技术、互联

网当事人不同终端接入技术、庭审参与人多画面合成技术研究。

绩效指标：语音识别准确率不低于90%；远程签名发起签名到

签名完成时间不高于1分钟；适配主流电脑或手机操作系统，支持

多种协议和现有设备接入；提升庭审路数至12路。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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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直接应用于人民法院相关业务工作。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

超过100万元。

2.检察机关减假暂智能化监督关键技术研究应用（指南代码：

3090402）

项目内容：针对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法律监督案件量大、监督点多、办案人员少等问题，

运用监狱管理部门提供的减假暂办案数据，构建减假暂案件的法

律监督模型，实现对违法违规办理减假暂案件的智能分析和自动

报警，提升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智能化水平。

绩效指标：运用监狱管理部门提供的减假暂办案数据，构建

积分考核监督等不少于 10 个监督模型，至少 3个模型填补行业空

白。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研究成果

应直接应用于检察机关相关业务工作。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

超过100万元。

3.场所内(外)吸毒成瘾人员综合戒治技术装备及管理系统研

发应用（指南代码：3090403）

项目内容：针对我省戒毒场所缺少信息化管理的迫切需要，

开发戒毒场所综合信息管理系统，研制戒毒人员应激期使用的经

皮穴位电刺激戒毒远程治疗设备及实用技术标准，实现对场所内

外戒毒人员健康信息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共享、应急事件干预

等功能。

绩效指标：开发戒毒人员综合健康信息管理系统 1 套；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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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穴位电刺激戒毒远程治疗设备样机；完成应激期戒毒人员经

皮穴位电刺激治疗方案及技术标准；选取 1个戒毒场所示范应用。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研究成果

应直接应用于司法行政系统相关单位业务工作。财政资金一次性

拟支持不超过100万元。

（五）文体事业发展

1.长城文物数字化与虚拟互动展示传播关键技术研究应用

（指南代码：3090501）

研究内容：针对长城巨型线性遗产数字化采集与处理困难问

题，开展全方位高清信息采集与处理关键技术研究，海量点云三

维仿真建模与压缩存储的关键技术与理论方法研究，沉浸式虚拟

互动展示传播系统研发，构建长城文物资源智能管理体系，研发

语义提取与安全共享技术并进行应用示范。

绩效指标：提出巨型线性遗产高清数据采集、处理、仿真建

模关键技术、理论方法与实施方案；实现高仿真建模、优化压缩

关键技术；完成沉浸式虚拟互动展示传播系统研发；构建云端数

字平台 1个，实现真三维互动体验并开展应用示范；取得专利、

软著 3项以上。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申报单位

应具有长城相关研究基础，研究成果应直接应用于我省文物保护

相关业务工作。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超过80万元。

2.基于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城、大运河监测与预警系

统研发应用（指南代码：3090502）



- 9 -

项目内容：针对我省长城和大运河安全隐患不能满足文物保

护和监管需要的问题，运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研发集数据

管理、监测分析、可视化展示、预警管理一体的监测预警系统，

实现长城和大运河本体及“两线范围”内的遥感影像转绘落图，

识别、提取、监测文物本体损毁及违法信息，为省文物局和地方

文物管理机构执法检查提供数据信息。

绩效指标：建立并完善长城、大运河文物资源动态数据库；

开发集数据管理、监测分析、可视化展示、预警管理等一体的系

统 1套；实现周期性动态监测数据成果积累以及可视化浏览、查

询、统计。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申报单位

应具有长城、大运河相关研究基础，研究成果应直接应用于我省

文物保护相关业务工作。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超过80万元。

3.石窟寺数据采集工作中四位一体成像技术的研究应用（指

南代码：3090503）

研究内容：针对石窟寺文物构成多样，刻线、颜色复杂，采

集数据深度不够的问题，开展影像采录、全细节立体成像、深度

测绘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融合的四位一体三维激光扫描成像技术

研究，形成涵盖石窟寺窟形、造像、刻字、彩绘和各类病害的全

息技术数据库，进行数字拓片、数字化线图、光影纹理图等二次

技术数据开发，实现石窟寺采集数据应用和示范。

绩效指标：完成一个主要石窟的全息技术数据、数字拓片技

术数据、数字化线图数据、数字化光影纹理图数据各 1 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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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三维激光扫描成像技术构建方法 1套；培养一批石窟寺

数字化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有关说明：项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申报单位

应具有石窟寺相关研究基础，研究成果应直接应用于我省文物保

护相关业务工作。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不超过80万元。

4.科学健身促进健康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指南代码：

3090504）

研究内容：针对慢病防治运动处方规范性不强的问题，建立

不同场景下的科学健身指导体系模型、澄清实施路径、形成不同

慢性病人群的科学健身技术方案，研发基于体质健康监测大数据

的智能预警预测技术与产品，并开展融合体育健身等多种形式的

健康促进服务示范应用。

绩效指标：开展通过规模化（样本量 500 例以上）的实证研

究，形成适应症明确的科学化运动处方 1套以上，形成运动处方

规范化手册，运动康复指导人员培训中应用。

有关说明：体育科学研究机构或高校联合医疗机构申报。项

目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绩效指标。财政资金一次性拟支持 50 万

元左右。须提供伦理审查意见。

三、申报要求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应

符合《2021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

2.项目申报须符合本指南“有关说明”要求；指南“有关说

明”中要求整体申报的项目，请在项目申报书中“项目目标和考



- 11 -

核指标”中体现对绩效指标的全覆盖。

3.项目组人员原则上应为申报单位或合作单位人员。

4.项目实施期限不超过 3年。

5.指南中要求提供伦理审查意见的，需在网上填报申报书时，

将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等原件扫描（彩色），作为附件上传。

6.涉及合作单位的，应提交合作协议。合作协议应明确申报

项目名称、任务分工、知识产权归属等内容，并签字盖章（公章

或科研用章）。

7.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经费与申请省财政资助经费比

例不低于 1:1。

8.该专项实行“无纸化”申报。申报材料包括：

（1）项目申报书；

（2）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盖章页；

（3）申报单位与合作单位的合作协议；

（4）指南中要求提供的伦理审查意见等相关附件的扫描件。

9.优先支持京津冀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项目。

四、形式审查要点

以下任何一项不符合的，则形式审查不予通过：

1.项目申报单位、合作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等是

否符合《2021 年度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要求；

2.项目申报书是否按要求填写完整、规范，承诺书、盖章页

是否齐全；

3.申请的省财政专项资金额度是否符合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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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执行期是否符合指南要求；

5.有合作单位的，是否提供合作协议；

6.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承诺的自筹经费与申请的省财政专

项资金比例是否不低于 1:1；

7.研究内容是否与申报指南内容相符；

8.是否存在重复、多头申报项目；

9.申报单位是否符合“有关说明”要求；

10.是否按指南要求提供伦理审查意见；

11.指南中明确要求整体申报的项目，是否体现绩效指标全覆

盖。

出现上述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经综合研判确定是否通过形

式审查。

五、业务咨询电话

食品安全、公共安全、体育 0311-85872427

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 0311-85891978

政法科技、文物保护 0311-66506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