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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深部金属矿建井与提升关键技术”是 2016 年批准立项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国科议程办字〔2016〕10 号）。为保

证该项目研究工作的顺利执行，根据《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

理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11 号）、《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 （国发〔2014〕64 号）、《 科技部财政部关于改

革过渡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科发资〔2015〕 423 

号）、《财政部科技部关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过渡期资金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国科发资〔2015〕154 号）等有关规章制度要求，项目负责人会同

专家组以及项目办公室有关人员，制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

重点专项“深部金属矿建井与提升关键技术”工作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 

第二章  项目基本信息 

第二条  项目基本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深部金属矿建井与提升关键技术 

项目编号：2016YFC0600800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 

项目负责人：纪洪广 

项目执行年限：2016 年 7 月-2020 年 12 月 

项目总经费：60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 2000 万元 

项目目标：针对金属矿深部地层由于高应力、高水压、高地温、强扰动等所

导致的建井与提升重大难题，项目研究将紧紧围绕“深部地层建井工程性能及其

空间变异规律与深竖井建井工程风险分析基础理论”、“金属矿深部高应力强压

缩硬岩地层原位高效破岩机理与井筒长期服役安全保障理论”和“大功率深井提

升基本原理与高速提升系统可靠性保障基础理论”三个重大科学问题，重点研究

深部地层地应力与岩体结构及相关物理场探测机理、建井与服役中的各种风险及

不确定性、高应力硬岩地层精准破岩机理、 开采扰动作用及其与高温潮湿、废

烟废气等有害因素对井筒的耦合作用以及大功率深井高速提升与控制基本原理

等主要内容。力争在金属矿深部高应力硬岩地层精准破岩、高效掘进与井帮围岩



控制关键技术、深竖井井筒适配性井壁结构与材料及其长期服役安全保障技术、

2000m 以浅深竖井大吨位高速提升装备关键技术、深竖井大吨位高速提升智能控

制与可靠性保障关键技术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第三章  组织实施机制 

第三条  为了保障项目研究任务顺利实施，确保预期考核指标高质量按期完成，

实行项目—课题分级负责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具体。 

第四条  项目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 

    1、制定总体实施方案，把握学术方向和研究重点； 

2、聘请本领域知名专家成立项目咨询专家组； 

3、协调各课题之间研究成果进展的衔接； 

4、监督各课题按照研究目标开展研究工作； 

5、督促各课题按计划完成项目考核指标以及经费执行进度； 

6、审定项目及课题年度、中期以及结题报告等。 

第五条  课题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 

1、负责本课题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2、及时传达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办公室对研究工作的建议和要求； 

3、协调各任务负责人按照研究目标开展研究工作； 

4、督促各任务负责人按计划完成考核指标以及经费执行进度； 

5、准确统计和上报各项研究成果； 

6、组织课题组成员参加项目年度总结会； 

7、 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管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课题年度报告、

技术报告和结题报告。 

第六条  在项目负责人领导下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简称项目办），设项目办主

任 2名、副主任 5名，项目办成员由相关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及各课题联系人组

成（附件一）。项目办主要职责是： 

    1、落实项目负责人对各课题的要求和指导意见； 

2、做好项目各课题及参与单位、参加人员的组织、协调和服务工作； 



3、传达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及有关部门在项目实施期间出台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管理有关规章制度； 

4、组织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协调会、专家咨询会及年度总结会等学术活动；  

5、督促和落实各课题的研究计划和经费执行情况； 

6、负责统计各课题研究成果与指标完成情况，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

管理要求汇总并上报项目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及结题报告等。 

第七条  设立专家咨询和研讨机制，对项目涉及的关键技术和理论进行咨询、指

导和研讨。在项目办的统一部署下，通过组织与本项目研究领域相关的权威专家，

通过专家咨询会的形式对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进行技术咨询与指导，形成

解决方案。 

第八条  定期召开项目及课题组内部研讨会，交流研究经验，讨论项目及课题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阶段性技术难度。通过项目办进行全面协调，组织优势力量进行

联合攻关，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第四章  成果考核及评估 

第九条  项目执行期间各课题取得的成果应为由项目骨干及其他研究人员完成

的、与本课题研究内容相关且标注本项目资助的研究成果。包括：科技奖励、论

文论著、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第十条  成果标注格式： 

中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资助（2016YFC060080X) （注：“X”为课题

编号，下同） 

英文：Supported by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2016YFC060080X)  

第十一条  课题要按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管理和项目负责人要求，进行

年度研究工作的阶段总结，并报送有关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按课题计划任务书的年度研究内容及考核指标，逐项对研究工作进展情

况及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 

    2、统计课题成果获奖、论文专著、专利、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情况； 

    3、对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4、形成书面报告及 PPT 文件； 

5、在项目办规定时间内，按照规定要求,将相关文件（课题年度总结报告及

其电子文档、相关证明材料、年度进展报告 PPT ）报送项目办。 

第十二条  课题成果考核。各课题在上报年度总结报告的同时，将该年度所获得

的科技奖励、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证书原件及扫描件，己刊用论文原件及扫描件,

己出版著作原件及封面、封底、目录、版权页扫描件提交项目办进行审核登记（原

件返还），并依据项目办制定的“项目成果评估标准”计算成果得分（见附件二）。

第十三条  课题年度评估。各课题应在项目年度总结会汇报课题年度研究进展。

由项目负责人会同项目咨询专家组，依据《 课题任务书》 对课题执行情况进行

评估，并对各课题的研究计划、方案提出改进意见。评估内容包括： 

1、年度计划任务完成情况； 

2、对项目总体目标的贡献； 

3、研究成果的水平及创新性； 

4、研究队伍创新能力、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情况； 

5、配套经费落实情况； 

6、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五章经费管理及拨付 

第十四条  按照科技部、财政部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相关规定，加强经费

管理，实行专款专用，禁止购买与项目无关的仪器设备，杜绝经费挪用或浪费。

各课题和任务负责人严格按照经费预算表和相关经费管理办法执行和管理经费，

定期检查项目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项目负责人汇报，确保科研经费按照预

算和科研任务需要支出。 

第十五条  为保证高质量完成项目考核指标，课题研究经费实行评估滚动拨付机

制。 

1、启动经费。各课题第一年度经费按照国家下达预算拨付。 

2、配套经费。承担配套经费的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落实到位；中央财政经

费与配套经费实行联动拨付机制。 

3、研究经费。各课题后续研究经费实行评估滚动拨付机制。其中： 



(1）第二、三年度研究经费：由项目办根据各课题年度考核指标计算成果

考核总分及每分经费指标，按照各课题提交成果总分确定第二年度应拨经费，

如提交成果总分超过课题成果考核总分，则超额分数可计入第三年度成果得分；

如提交成果总分低于课题成果考核总分，则剩余经费及不足分数计入第三年度，

待课题考核指标完成后一并拨付。 

(2）第四年度研究经费：本年度各课题研究经费打通使用。对于提交成果总

分超过课题成果考核总分的，除全额拨付课题年度预算经费外，超额分数可参与

分配未完成考核指标课题剩余经费的分配，以激励更多创新性成果的产出。 

第十六条  本规则经项目启动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则由项目办负责解释，并可依据项目实施期间出台的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管理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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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 

深部金属矿建井与提升关键技术 

项目管理办公室组成名单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查开采”重点专项“深部金属矿建井

与提升关键技术”工作规则》，特组成项目管理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 邢  奕 任奋华 

副主任： 由  爽 李红辉 王  波 李富伟 朱维根 

成  员： 王  涛 曾宪涛 朱幸福 李  广 韩瑞军 

 

 

 

 

 

 

 

 

 

 

 

 

 

 

 

 

 



附件二： 

项目成果评估标准 

类别 等级 
每次（篇） 

评估分 
备注 

科研成

果获奖 

国家 
一等奖 500 

(l）表中成果系指由本项目主要研

究人员参与完成且与项目内容相

关的成果；评估分标准为第一完成

人的奖项、专利，第一或通讯作者

的论文。若完成人序号和文章标注

的序号为 n ，则表中标准除以 n 

得其获奖数和评估分数。 

(2）国家级、省部级科研成果获奖

指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

奖。 

(3）科研成果获奖以国家及各级奖

励办最终公布为准。 

(4）论文只计算项目主要研究人员

为第一或通讯作者、且正确标注课

题号的论文，收录以检索证明为

准，且标注该项目资助。 

(5）专著是指由国外知名出版商或

国内科学出版社出版，字数≥20 

万字。 

(6）知识产权以“国外专利证书”、

“PCT专利国际单位检索书面意见

（具备“三性”)”、“国家发明

专利证书”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证书”为准。 

(7）主办、协办会议单位应为项目

参与单位，且会议主题与项目研究

内容相关。 

二等奖 300 

省部 
一等奖 200 

二等奖 100 

论著发

表收录

情况 

SCI 论文 50 

EI、ISTP 论文 20 

专著 
国外 60 

国内 50 

知识 

产权 

行业技术标准 150 

国外专利 150 

国际 PCT 专利 100 

国家发明专利 50 

软件著作权 30 

人才 

培养 

个人 

荣誉 

全国 20 

省部级 15 

研究生

培养 

毕业博士 10 

毕业硕士 5 

学术 

会议 

主办 
国际 100 

国内 60 

协办 
国际 50 

国内 30 

特邀学

术报告 

国际会议 60 

全国性会议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