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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地震防灾研究交流计划的实施细则 

（2011年项目征集） 

 

根据在 2009年 5月 24日召开的中日科学技术部长会议上签定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日本国文部科学省关于加强地震领域科学技术合作的谅解

备忘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MOST）国际合作司与日本国独立行政

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于 2011年 1月 5日签定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

称“谅解备忘录”)第二条，双方就地震防灾领域合作计划（以下称“计划”）

的实施办法制定了如下《合作实施细则》：  

 

Ⅰ．概要 

Ⅰ－１．项目的目的与研究领域 

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加强中日在“地震防灾”领域的研究交流，推动中日

科学技术合作的发展。 

具体在以下领域开展研究交流： 

（１）观测与预测研究（长期评价、地震摇晃预测、构造地质学研究等） 

（２）结构物的抗震技术(结构物等的地震摇晃应答、抗震性评估研究等) 

（３）地震减灾研究（风险评估研究等） 

 

课题的公开征集将于 2011年实施一次。对通过公开征集并获批准的研究交

流课题，进行为期 3年的资助。关于公开征集的开始日、公开征集的结束日、向

首席科学家下发批准通知的日期以及被确定资助的课题的公布日期，中日双方应

选择相同的日期。但是，如果中日双方在本细则规定的向申请人通知评审结果之

日前未能就最终结果达成一致意见，那么，双方应就届时已确定的支持项目通知

首席科学家，公布工作可由中日双方各自执行。 

JST将通过 JST网站发布公开征集的通知，MOST将通过 MOST的网站发布公

开征集的通知，以便让广大的中日两国国内的研究人员了解公开征集的内容。 

 

Ⅰ－２．申请资格 

中方的首席科学家必须是隶属于中国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的研究人

员。 

日方首席科学家必须是隶属于日本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的研究人员。 

日方的首席科学家，如果申请了 JST战略性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推进计划的日

-中(MOST)研究交流课题、日-中(NSFC)研究交流课题、或日中韩研究交流课题并

获得批准、而且在 2012年 4月时研究交流工作仍在进行者，不可参加本次的公

开征集。 

另外，参加同期实施的 JST战略性国际科学技术合作推进计划“气候变化”

领域日-中(MOST)研究课题交流课题的公开征集者，也不可参加本次的公开征集。 

要获得资助，必须是在中国和日本已经具备了研究基础的研究，并有望通过

加大支持力度而创造出附加价值的研究交流。 

中方科学家向 MOST提出申请，日方首席科学家向 JST提出申请，无法确认

双方均提出申请者，不可参加评审。 

 

Ⅰ－３．资助概要 

MOST与 JST对包括研究人员互访在内的研究交流项目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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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 对日方研究人员进行支持、MOST 对中方研究人员进行支持。 

Ⅱ．具体的资助内容 

需要根据申请的情况而定，但本次公开征集拟在每个领域批准一个项目，批

准的课题总数为 3项左右。 

 

Ⅱ－１．每项课题的预算规模 

Ⅱ－１．１ JST 

根据研究交流的内容，各年度的预算会有所不同，但 3年的总金额以 2,250

万日元左右（750万日元／年）为上限。（可申请不采用每年等额的办法。） 

本项计划可能会因预算原因而调整不同年度的金额。 

   按照原则，对设备配件费的支持仅限于第一个年度。 

 

Ⅱ－１．２ MOST 

 

根据研究交流的内容，各年度的预算会有所不同，但 3年的总金额以 120万

元人民币左右（40万元人民币／年）为上限。（可申请不采用每年等额的办法。） 

本项计划可能会因预算原因而调整不同年度的金额。 

   按照原则，对设备配件费的支持仅限于第一个年度。 

 

Ⅱ－２． 资助期限 

最长不超过自研究交流开始后 3整年。 

本次研究交流的开始时间暂定为 2012年 4月前后，最终由 MOST与 JST协商

确定。 

 

Ⅱ－３．资助的详细内容 

本计划是为资助日中研究交流相关的追加性经费（试验研究费、旅费、研讨

会／专题报告会的会议经费等）而设立的。前提是，日中双方的研究组内应具备

了主要的研究设备。 

 

Ⅱ－３．１ 申请人与 JST／MOST间的协议 

Ⅱ－３．１．１ JST 

   本“计划”资助的研究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以任何形式（被授予发明专利权、

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程序及数据库相关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及技术

等）形成知识产权时，日方与中方的相关研究机构间应就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进

行充分的协商。 

对于资助工作的实施，原则上，JST应与日方大学、公立研究机构等单位（以

下称“大学等”）签订委托研究协议。在研究交流期限内，每年都需要签订委托

研究协议。签订协议，以大学等承担与执行本项计划相关的所有事务性手续为前

提。按照协议，因本“计划”而产生的属于日方的知识产权，适用《产业技术力

强化法》第 19 条（日本版拜杜法案）和促进资源的创造、保护及应用相关法律

第 25条的规定，原则上可归首席科学家所属的“大学等”所有。 

 

Ⅱ－３．１．２ MOST 

 

本“计划”资助的研究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以任何形式（被授予发明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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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程序及数据库相关著作权等无形资产及技术

等）形成知识产权时，中方与日方的相关研究机构间应就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进

行充分的协商。 

对于资助工作的实施，原则上，MOST 应与中方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单

位（以下称“大学等”）签订委托研究协议。在研究交流期限内，依照 MOST有关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管理办法对项目进行管理。按照协议，因本“计划”而产生的

属于中方的知识产权，依照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定确定其归属。 

 

Ⅱ－３．２ 研究人员之间的协议 

(1) 在实施研究交流的具体工作中，如果需签订合作研究协议，日本和中国的研

究机构等之间应签订研究合作协议。关于知识产权，强烈建议双方相关研究

机构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并将双方达成的一致写入合作研究协议。如果双

方之间已存在这样的协议，需在申请书中注明。 

(2) 关于在对方国内进行观测和实验等所需的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的手续、以及

与数据使用和将数据带出对方国相关的向相关部门进行申报的手续，强烈建

议日中双方研究机构之间进行充分的调查，并履行必要的手续。 

 

Ⅱ－３．３ 支出费用 

日方研究人员的相关费用由 JST予以支持、中方研究人员的相关费用由 MOST

予以支持。 

资助经费由研究交流费和试验研究费构成。鉴于本项计划是以促进国际性的

研究交流为目的，因此，希望向研究交流活动方面分配更多的资助经费。 

 

Ⅱ－３．３．１ JST 

（１）研究交流费 

① 旅费 

按照原则，旅费的支付要依据首席科学家所属的大学等单位的旅费规

定。JST只承担日方研究人员的旅费。 

     

② 专题报告会等会议费 

指举办专题报告会、研讨会的下列相关费用： 

专题报告会、研讨会所使用的消耗品、印刷制本费、通讯搬运费、会议费（酒

类的支出除外）、酬谢费、杂费等。 

 

 

（２）试验研究费 

① 设备配件费（按照原则，仅限第一个年度） 

由于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设施和设备为前提的，因此，仅限定于日中研究

交流所必须的设备。按照原则，仅限定在最初的年度。 

 

② 消耗品费 

指购买原材料、消耗品、消耗器材、药品类等所需要的经费。 

 

③ 酬谢费等 

指与人才派遣等的人事费、邀请演讲的酬谢费等相关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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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其他 

指软件制作费、设备租金（长期租赁或短期租用的费用等）、器材搬运费等

在上述的费用中不包括的经费。 

 

（３）间接经费 

由于本“计划”是以与本“计划”相关的所有执行事务的手续均由大学等负

责为前提条件,因此，根据原则，间接经费可按照不超过研究交流费和试验研究

费总额的 10%的比例支付。但是，如果大学等根据规章等对间接经费等的计算方

式做了规定，可通过协商，采用该计算方式。间接经费需计算在总预算额内。 

 

（４）不能支付的费用 

 以下列出的费用不能支付。 

① 与建筑物等设施的建设、不动产的取得相关的费用 

② 购买大规模设备配件所需的费用 

③ 处理研究交流期间发生的事故、灾害所需的费用 

④ 与开展该项研究交流无关的其他费用 

 

Ⅱ－３．３．２ MOST 

（１）研究交流费 

按照原则，研究交流的旅费的支付要依据中国财政部和科技部的相关

规定办理。MOST只承担中方研究人员的旅费。 

     

 

（２）试验研究费、专题报告会等会议费、间接经费、不能支付的费用按照中国

财政部和科技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Ⅲ．申请 

项目申请需中日双方研究人员共同拟定，然后由中方研究人员向 MOST，日

方研究人员向 JST提出申请。双方研究人员需共同填写同样内容的英文表格，同

时，分别填写中文和日文表格，MOST 发的中文申请表格与 JST 发的日文申请表

格会有一些差别。 

 

   申请表中需填写以下内容： 

a)表中需明确中方研究人员和日方研究人员在研究交流中分别要做的事项，以及

如何开展合作等与研究交流相关的内容。 

b)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而且还要从产业和社会的角度说明有望取得的成果。 

c)需介绍研究交流依托的、目前正在实施的研究工作，以及中、日方研究组各自

的优势。 

d)需介绍两个组如何竞争以及就技术和其他资源如何进行互补等，及与研究交流

带来的附加值相关的事项。 

e)介绍从长远角度看研究交流如何加强中日研究合作的相关内容。 

f)介绍本次申请的合作研究优于其他类似活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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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１ 申请表格 

双方研究人员按下列表格提供英文版（E）。中方研究人员还需填写中文申请

表格（从 MOST网站获得），日方研究人员还需提供日文版（Ｊ）。 

 

Form-1J/E    申请概要（研究课题名称、首席科学家、研究期限） 

Form-2J/E    摘要 

Form-3J/E    首席科学家的信息（履历（※）） 

  Form-4J/E   日方和中方研究人员一览 

  Form-5J/E  研究交流的概要－限制在 6页以内 

  Form-6J/E    研究交流计划 

Form-7 E    日方首席科学家最近 5年的论文等 

Form-8 E    中方研究人员最近 5年的论文等 

Form-9 J/E 各年度的经费计划 

 

（※）介绍日中两国首席科学家的履历。其中包括学历、工作经历（工作单

位和职务）、所属学会。字量控制在 1/2张 A4纸以内。 

 

Ⅲ－２ 申请表的填写 

   申请人按照Ⅲ－１中的所有内容填写申请书。 

 

Ⅲ－３ 申请书的提交 

   申请的截止日期是：2011年 3月 22日(星期二)。 

中方研究人员通过主管部委或地方科技厅向 MOST 国际合作司提交申请。中

方的申请截止时间定为：2011年 3月 22日下午 5时。 

日 方 研 究 人 员 通 过 府 省 共 用 研 究 开 发 管 理 系 统

（http://www.e-rad.go.jp/index.html）进行申请。日方的截止时间定为：2011

年 3月 22日下午 5时。 

    

 

Ⅳ 申请书评审 

 

１． 评审程序 

   JST和MOST通过由各自选拔的专家构成的委员会分别对所有申请书进行评

审。在该评审结果的基础上，由 JST和 MOST共同确定资助的课题。 

 

２． 评审标准 

   使用下列一般性的评审标准： 

① 是否符合制度的宗旨和支持领域 

要求申请与制度的宗旨和支持领域相符，而且具备实施该研究交流的基础。 

② 首席科学家能否胜任 

   首席科学家需要在申请课题的实施过程中具备充分的洞察力或经验，在该项 

工作的资助期间，能够持续性地顺利地推动研究交流的开展。 

③ 计划的合理性 

   计划要具备合理的研究交流实施体制和实施规模。 

④ 研究交流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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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方国家进行积极的研究交流，并通过该研究交流可望取得下列中的某项

成果： 

a.  通过创造该领域的新知识而推动科学技术划时代的发展或开拓新的领

域 

b.  培养出能够在与对方国家的研究交流中承担核心作用的研究人员 

c.  实现以本项计划为开端的与对方国家研究交流的可持续发展 

⑤ 当前的研究活动 

 申请的研究交流应是为加强日中间已经开始的研究并创造出附加价值的研

究交流。 

 

３． 结果的通知 

   对于评审的结果，2011年 8月底前后通知首席科学家其申请是否被批准。 

 

V 批准后的首席科学家的责任 

１． 报告各个年度的进展 

在每个年度结束后，日方首席科学家需立即向 JST 汇报研究交流的进展情

况，以及首席科学家所属的大学等需向 JST提交资助经费的管理报告。 

中方研究人员按照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有关项目管理要求办理。 

 

２． 结题报告 

日方首席科学家在国际研究交流期限结束时，需迅速向 JST提交研究交流期

间内的研究交流结题报告。除提交财务报告外，还需提交交流活动报告。该结题

报告中需包括整体概要（A4纸 5张以内）。 

如果研究交流的成果在学会等进行过外部发表，那么，在结题报告中需另外

附上发表内容的打印材料等。 

中方研究人员按照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要求办理。包括在国际研究交流期

限结束时，需迅速向 MOST 提交研究交流期间内的研究交流结题报告，结题报告

中需包括整体概要（A4纸 5张以内）。 

如果研究交流的成果在学会等进行过外部发表，那么，在结题报告中需另外

附上发表内容的打印材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本国 

科学技术部国际合作司   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 

亚非处处长    国际科学技术部长   

徐 捷     中西 章 

 

2011年 1月 5日   2011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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