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科函〔2019〕114 号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9 年

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的通知

各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的系列讲话精神，根据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启动2019年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申报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

本年度重点支持产业关键技术、平台公共技术、社会领域创

新技术和粤港澳大湾区合作项目四类，具体内容见附件《2019

年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申报指南》。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要求

1.申报单位须在佛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满一

年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申报单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一定的行业影响力，重视技

术研究开发且上年度研究开发经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3%，

或不少于 300 万元。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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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的项目应有明确、量化的技术指标和预期经济效益指

标；合作承担单位各方任务分工、研发进度和经费预算明确；知

识产权归属清晰，具备良好的前期研究开发基础和产业化生产条

件。

4.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以及建有市级以

上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的企事

业单位；优先支持列入国家、省各类科技计划的项目；鼓励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联合相关优势单位进行申报。

5.承担单位为企业，新增自筹资金与项目申请经费的比例至

少要达到 2:1 以上；承担单位为事业单位，优先支持有自有资金

和设备投入的项目。

6.同一承担单位本专项在研项目数量不超过 1项。

（二）项目实施要求

1.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为 3 年（医药类项目可适当延长至 4

年）。

2.项目完成后应达到以下目标：

（1）申报单位通过项目的实施取得核心技术突破，完成项

目合同中各项技术指标要求，并应用于主要产品的生产。

（2）项目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应用前景，项目完成后能补

齐社会民生短板形成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具有全

局性、带动性的促进作用。

（3）形成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完成后承担单位需获得发明

专利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或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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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证、软件著作权、技术标准、技术检测报告等共 3项以上的

科研成果。

（三）申报材料要求

项目申报需报送以下材料：

1.《项目申报书》须统一登陆佛山市政府扶持企业资金综合

服务平台（http://www.fsfczj.gov.cn/#/home）录入、打印、

装订成册；

2.项目可行性报告；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事业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复印件等；

4.本单位近两年年度审计报告、企业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不

满两年企业只需要提供近一年度的相关资料）；

5.项目承担单位自筹资金承诺书；

6.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相关证明材料（身

份证、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7.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8.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流程

（一）注册。申报单位具体业务负责人登录佛山市政府扶持

企业资金综合服务平台（http://www.fsfczj.gov.cn/#/home），

进行新用户注册。

（二）系统填报。网上填写项目申报书，上传相关资料，确

认无误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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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书面材料报送。项目通过网上审核后可打印纸质材料

正式版一式二份，申请单位将纸质材料正式版签字、盖章后送交

所在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由区科技局（经济和科技

促进局）统一汇总后报送市科技局（市、区各留一份申报书备案）。

申请单位为市级单位，网上审核通过后直接报送正式版纸质材料

一式一份到市科技局（市级单位由市科技局负责确认）。

（四）形式审查和项目评审。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推荐项

目进行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按照竞争择优的原则分类列入科技

计划项目予以支持。

四、申报时间

各项目申请单位网上申报时间为 2019 年 5月 5日 9:00 至 5

月 31 日 17:00，各区科技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6

月 7 日 17:00,经审核推荐的项目提交书面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

为 6月 14 日。

五、联系方式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项目组织科），电话：83355841，地址：

禅城区季华五路 18 号经华大厦 11楼 1103 室。

系统开发公司（技术咨询）,电话：83282211。

禅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产学研合作科），电话：82340940，

地址：禅城区同济东路区政府通济大院四楼。

南海区科学技术局（科技管理科），电话：86399259，地址：

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 3号科学馆。

顺德区科学技术局（科技创新科），电话：22830336，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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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大良街道德民路区政府大楼西五楼。

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高新合作交流科），电话：

88669696，地址：高明区荷城街道星河路蟠龙街 21 号。

三水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科技发展科），电话：87700138，

地址：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北路 37 号。

六、监督投诉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纪检监察组（综合派驻）

电话：83993576

传真：83994765

投诉邮箱：huanghaiying@fszfw.gov.cn

附件：《2019 年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申报指南》

佛山市科学技术局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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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
申报指南

为集中资源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问题，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根据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现发布

2019 年佛山市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产业关键技术

专题一：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专题编号：20190101）

项目 1：面向加工成型的制造基础技术及关键部件

研究内容:展开大型材料压力成型和加工工程装备及智

能控制技术研发，实现示范应用与生产。研究重载变量电控

轴向柱塞泵摩擦副分布式测量技术及优化设计方法；研究适

合高交变载荷的液压泵变量控制机构，研制高可靠的电液比

例阀；研究轴向柱塞泵的材料与热处理、精密制造、摩擦副

抗磨强化与装配工艺；在大型高端陶瓷成型机、压铸成型机

等大型压力成型机械上实现示范应用。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项目 2：面向精密制造行业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

研究内容：围绕高分子、陶瓷、石英石、医疗器械等难

加工材料制造工艺与装备，重点研究零部件、复杂结构和曲

面成型、高速精密成型加工等技术；构建适用于多轴联动、

复合功能、网络化智能控制、空间复杂异面曲面加工的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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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密数控加工系统和成套装备。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项目 3：面向特色产业的机器人集成技术及应用

研究内容：支持推广研究机器人在产品生产、加工、成

型、在线检测、分级分拣的应用。研制陶瓷成型、施釉、检

测一体化机器人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实现示范应用。支持研

制面向大型复杂复合材料结构的机器人打磨操作系统，实现

复杂结构零件弱刚性自由曲面逆向扫描与建模、机器人运动

精度误差补偿、工件快速测量、打磨轨迹优化、自动编程、

模拟验证等功能；构建复合材料结构机器人打磨工艺系统。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专题二：新型电子信息（专题编号：20190102）

项目 1：高性能新型显示器件研发及产业化

研究内容：支持研发超薄一体化先进封装工艺、技术和

设备；突破大尺寸阵列精密封装、毫米级区域 HDR 动态控制

技术，开发超薄、短距离混光均匀、超高亮度、且阵列化的

集成式微型新型显示器件，形成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新型显

示和照明光电器件系列产品。

最大资助强度：1000 万元/项。

项目 2：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及应用

研究内容：支持将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法和理论应

用于大规模生产、产品应用和数字经济领域；研究基于智能

感知技术的产品故障诊断建模控制、故障预测理论、自适应

动态优化、场景还原方法、智能群控技术等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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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集自我感知、自我监测、自我补偿、评估分析、持续追

踪于一体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品，以及面向智能大厦、智能

交通的群体智能协同管控平台，并实现应用示范。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专题三：新材料（专题编号：20190103）

项目 1：面向汽车轻量化的新型材料

研究内容：面向运输行业对车身轻量化的需求，研究铝

合金及镁合金新成分、新结构及生产新工艺、新方法，开展

多组元复合微合金化改进，攻克耐腐蚀表面处理工艺技术等

关键技术；重点突破轻合金材料的高比强度、高精度、高耐

磨性的制造加工技术，研发大规格、高强度、高精度、复杂

截面的轻量化部件产业化生产工艺和设备。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项目 2：面向电子行业的高性能新型材料

研究内容：研制面向电子行业的微型智能化、高性能、

高精密、低成本、环保可回收新型材料。重点开展高精密温

控用复合金属薄型材料的高效制备新工艺、元件成型及后续

处理等新技术研究，开发高精密和高可靠特性的温控元件；

开展高精度铜带/铜箔、新型铜合金引线框架材料的研究及

新型高效加工制备技术的开发；开发具有高散热性的高质量

高光效外延片、高光提取的倒装芯片结构、高密度矩阵式封

装器件的新型材料和生产制备技术。

最大资助强度：1000 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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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生物与新医药（专题编号：20190104）

项目 1：食品微生物高效育种技术

研究内容：开展酿造食品用功能性菌株细胞诱变、筛选、

改造和高效育种等关键核心技术开发和应用。攻克菌株多态

基因诱变、单细胞微流控高通量筛选、酶联反应荧光检测等

技术难题，建立筛选菌株发酵性能快速评价方法和标准，通

过基因组学分析手段建立相应的功能基因数据库，为后续定

向育种提供基因层面的理论支持。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项目 2：中药制备及工艺现代化

研究内容：选择疗效确切、长期应用的中药经典名方开

展制剂关键技术研究，包括基准物质的制备工艺、中药复方

制剂制备工艺及中成药特征图谱质量控制等问题，建立完善

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性评价体系，形成新药品种；开展名贵中

药材的微量活性成分定向转化与高效制备的工艺核心技术

攻关，研究中药生物酶转化与炮制工艺，研发高效节能新一

代中药生产成套设备。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专题五：新能源高效节能器件及储能系统（专题编号：

20190105）

研究内容：面向新能源领域开展高效能量转换设备、电

器及元器件的研发。支持氢能及燃料电池的核心零部件、关

键工艺研发；支持高效节能家用电器电机等器件或高效储能

元件研究；重点支持开展分布式储能电站充放电变流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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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开发超大功率储能系统等适用新型能源需求的低成本

高效储能系统，形成系列高效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二、平台公共技术

专题一：芯片封装示范线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编

号：20190201）

研究内容：面向芯片新型结构封装领域的需求，打造芯

片板级封装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开展芯片板级封装核心共性

技术、设备、工艺、材料等的研发升级服务，建立完善的佛

山市半导体封装行业技术标准及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佛山市

半导体封测产业发展技术路线图，发布年度佛山市半导体封

测产业创新发展报告。

最大资助强度：1000 万元/项。

专题二：军民融合 3D 打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题编

号：20190202）

研究内容：面向军民融合产业及针对大型复杂金属构件

高效高精度增材制造工艺与装备的需求，建立 3D 打印核心

共性技术研发和快速修复服务平台，开展受控电弧/激光复

合增材制造方法、工艺、装备等技术，以及激光/等离子增

材制造装备的优化设计方法、增材制造过程实时可视监控技

术、大跨度高精度载能束/数控工作台或机器手的联合运动

控制技术等核心关键技术的研究，制定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

造行业和地方标准，推动大型金属构件增材制造技术在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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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国防等领域的应用推广。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三、社会发展创新技术

专题一：公共环境安全监测技术（专题编号：20190301）

研究内容：面对地表水、生活污水等公共环境中毒品采

样与检测，研制相关检测方法及装置，建立被动采样器和快

速监测系统，形成基于污水环境中毒品分析的检测实验室，

并对制毒窝点溯源、毒情评估、新型毒品提供预警服务与示

范。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专题二：肿瘤免疫治疗技术（专题编号：20190302）

研究内容：开展天然多肽、抗炎活性多肽等提高 HPV 治

疗性疫苗疗效的研究，研制新型治疗性疫苗并获得药物临床

试验批件；开展热休克蛋白在肿瘤治疗中的研究，开发热休

克蛋白制剂的制备技术并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四、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专题一：智能装备技术（专题编号：20190401）

研究内容：支持面向粤港澳三地单位合作建立科技创新

平台，重点研究新一代智能声像检测技术，解决智能装备在

线检测过程中成像效果差、精度低、耗时长等问题；研究基

于仿真分析技术在室内环境智能控制领域的应用，提升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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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控制系统的运作效能。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专题二：精准医疗技术（专题编号：20190402）

研究内容：支持面向粤港澳三地单位合作建立医学联

盟，搭建精准医疗创新平台，重点支持我市高发病、地方病

以及消耗医疗资源较大的慢性疾病等领域研究，形成共享标

本库和临床数据库。探索“互联网+健康医疗”新模式，充

分整合并利用港澳地区高端医疗服务优势资源，开展国际高

端医疗服务。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专题三：新型显示技术（专题编号：20190403）

研究内容：支持面向粤港澳三地单位，围绕新型 AMOLED

显示技术开展研究，开发覆盖新型面板工艺技术的器件建模

流程，形成配套的器件模型及 PDK 套件，开展 EMMO 结构 TFT

器件设计与工艺技术等的研究，并开发芯片软硬件验证平

台，实现芯片系统的加速验证、性能分析和软硬件协同的全

功能验证。

最大资助强度：500 万元/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