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南 省 外 国 十 家 局

海南省クト国寺家局

美子狙奴申根 2018年至 2020年因公出国
(境 )培洲項目汁黄J的函

各有美単位 :

力貫御落英国家美子因公出国 (境 )培切|(以下筒称培

)|)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逃一歩増強培ツ1工作的針対性

和共妓性,提高培ツ1反量,碗保培)1工作更好地服券千我省

美好新海南和国昧旅済島建浚的需要,根据国家外国寺家局

《美子十1定因公出国 (境 )培ツ1中 期規支1(2018‐2020年 )

和申扱2018年項目汁女1的 Iinttx外 寺亦友 (2017)158号 )

要求,及 2018年起全国杵実行培ツ1中 期規支1、 支出規支1有

当年規支1相 結合的方式升晨出国 (境 )培 )1項 目申扱工作 ,

力倣好我省因公出国 (境 )培ツ1項 目汁支1申 扱工作,現杵有

美事項函告女口下:

一、制汀因公出国 (境 )培洲1中期規支J(2018‐2020年 )

清各単位曰統牛1釣本系統改革友晨的重大同題,以 中央

和我省重大人オエ程、国家重大項目建没、重大科技攻美項

目、重点学科建浚汁支1等力重点,+1資本単位因公出国(境 )

培ツ1中 期規支1,明 碗 2018¨2020年期同十女1升晨因公出国(境 )

培ツ1的頷域方向、需解決的同題、預期成妓、派出人数和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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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結杓、碗保規疱俎鉄実施和有妓升晨成果宣侍推片工作的

方法措施等。

二、編制因公出国 (境 )培シ|1項 目汁支J(2018‐2020年 )

各単位曰統申扱重点 (洋兄附件 1),第合本単位因公出

国 (境 )培ツ1中 期規支1,汰真研究未来三年出国 (境 )培ツ|

的′こ体汁支1,碗定培ツ1主題、核′む内容、似赴国家 (地 区 )、

困俎人数、培ツ1天数等要素,井接年度及項目軽重象急程度

羽卜序,決真填写 《海南省 2018年-2020年因公出国 (境 )

培ツ1項 目汁支いE′こ表》(洋兄附件 2),か蓋単位公章后,生

同屯子版千 H月 10日 前扱送省外国寺家局。同時,4需扱

送以下材料 :

(一 )財券預算函。現明咳項目汁支1渉及国家工作人員

的因公出国(境 )培ツ1笙 費幼入各派員単位笙費預算管理(女口,

因公出国 (境 )変費、千部培切1笙 費或其セ寺項埜費等 ),

カロ蓋単位財券寺用章。各項目_iF独 成函。

(二 )渉及IEX府 同llT洪 、引i4_技木浚各合同規定以及境

外資助的培切1項 目,須提供合作llT波及境外資助方、培ツ1机

杓、培ツ1内 容等相美背景滉明。

三、初申埼岡上填扱

省外国寺家局対各単位申扱的材料逃行初常,碗定初常

合格項目。未扱送初常材料的項目及初常不合格的項目格不

予常オ}ヒ 。

逍逍初常的俎囲単位千 11月 分 (具体吋同男行通知 ),

適辻国家外国寺家局“因公出国 (境 )培ツ1項 目管理系筑"

(http://otmosafea.govocn/)在 残填扱項目信息。其中,“寺家

澤常意見"桂庄由相美頷域科研机杓、高等院校或行立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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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等 単位副高以上取称的寺家填写坪常意几,井注明寺家的

身分信
`き

。

四、碗定境外培り|1机杓

培ツ1項 目申扱単位須適辻“出国 (境 )培切1項 目沿淡対接

系筑"(http:〃otc.safea.govocn/doプindex.html),汰 真地捧寺立

対口的境外培ツ1机杓,有 え事先就培)1深程、費用安劇卜等事

宜充分洵遭lll商 ,迷成合作意向,井 由系銃生成“合作意向ギ",

提交省外国寺家局。原ス1上鹿逃捧三家及以上机杓逃行捧仇

じヒ空た。

五、中核埼扱送材料

各単位申扱的項目埜図上常核合格后,清千 H月 30日

前,壇辻因公出国 (境 )培〕1項 目管理系筑用 A4妖双面打

印 《出国 (境 )培切1項 目汁支1申 清表》,由 申扱単位及上象

主管単位負責人答字井カロ蓋公章,扱送rll省 外国寺家局。

此函。

附件: 1.立項原ス1利 申根要求

2.海南省 2018年-2020年因公出国 (境 )培り|

項目汁支1,E恙 表

(咲系人:陳洪喜、文1智

黎ケテ尋: 65334141)

(此件主劫公升 )

3、 65334215,活:653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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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立項原只J和申授要求

一、立項原只1

(一 )仇先項目

1.科研頷軍人オ和寺立技木骨千人オ中長期培ン1項 目。

2.根据国家重点建浚工程、科研升友、生庁拭tll以及基

拙研究等頷域需要,有針対性地解決実昧lial題 的寺立技本人

員培)1項 目。

3.共他渉及国家重大友展頷域和美鍵不市的培ン1項 目。

4。 具各明碗培ン1目 林和任券、相オ固定的寺立規疱的高

晨次境外培ツ1机杓、針対性和実用性張的高水平寺立深程浚

汁、科学規疱的参ン1人員地抜机+1的 重点党IEA人オ培ツ1項 目。

(二 )菫“
点項目

1。 在笙済建浚和社会友晨中友拝美鍵作用的重大友晨哉

略研究、新共声立培育、新型城鎮化建浚、民生保障、法十1

建浚等渉及宏規管理和改革奄1新 的培ン1項 目。

2.以 友晨現代表立、増強砲1新駆功友晨和提升声立技木

水平カロ林,学 コ美錠技木和提高核′む克争力的培ツ1項 目。

3.資源市釣型、不境友好型社会建没,友晨低破埜済和

循不姪済、市能城劇卜技木研友和推片、新能源升友、不境保

ゲ及生恣建浚等飯域的培ツ1項 目。

4。結合“一帯一路"哉略実施,促逃区域llT凋 友晨的特色

培ツ1項 目。包括生恣水立、循不水立、休困水立、新技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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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新型工立、基拙浚施建浚、特色声立小鎮建没、国昧旅

洋島旅洋不境建没、城市規支1与 管理、旅洋管理与菅硝、会

晨立和博覧立策女1与 菅硝、酒店管理、餐鉄服弁、文化奄1意

声立、大型界事俎須、高岸金融、海洋升友々保が、生物十1

菊等飯域項目,以及我省径済社会友晨中的重点項目々深題。

(二 )な lll項 目

1.芦格控制党IEX千部培ツ1規模,逃一歩提高培切1反 量。

省委俎鉄部負責凋り1本 lJL区 党委管理千部及后各千部。地市

須和芸象党委俎鉄部不宣接俎須境外培ツ|,地市象及以下共

他部11也 不俎須党IEA千部朱合管理炎培ツ1項 目。芦格齢 1赴

熱点国家的党攻炎培ツ1項 目。

2.八芦控制双跨培ツ1困 俎。各項目汁支1派 出人員泣力本

単位人事末属美系以内人員,尽量避免俎須“跨部日、跨地区"

的双跨人員参か。女口碗因工作需要姐鉄双跨項目的,省宣部

日供可俎象本系筑市去人員参カロ,不得跨系統。参カロ双跨項

目的人員杵汁入俎困単位、派員単位及本人出労批次,実行

限量管理。

3.立法、司法、公安、民族、宗教等頷域的培ン|,国券

院有美部日垂立管理的地方相美単位培切|,由主管部日在其

取能疱国内統一俎須申扱,地方単位不再申扱。

(四 )禁止姐鉄項目

1.凡属国内能杉解決同題的,不得申扱培ツ1項 目。不得

申扱因人伐事、安羽卜照販、元共廣内容、元央膵需要及参規

考察性反的一般性培り1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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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切1主趣不明碗、什対性不張,与 俎囲単位主要立券

元美的培ン1項 目。

3。 元外事常批枚的学会、lld会、基金会、培ツ1中 Jむ 等単

位不得俎須跨地区跨部日培)1囲須項目。

4.芦 禁俎須以菅不1カ ロ的、高1交 費舌Ll交 費培ツ1項 目,堅

決tll止仮借培ツ1銘 又交相公款出国 (境 )旅滋的行力。

二、申扱要求

(一 )芦格控+1培り|1項 目規模。各単位要按照 “突出重

点、少而精"的原只1,在深入凋研わ充分沿江的基袖上,汰

真俎須申扱工作。凡属国内能修解決同題的,不得申扱。也

不得申扱以菅不1カ ロ的或因人伐事、元実反内容利実昧需要、

照願性反、参規考察性灰項目。原只1上各単位各単位申扱党

攻千部炎項目不得超辻 1今、申扱其セー般炎項目不超辻 3

企。

(二 )芦格齢 1参四人数,毎困一般不足ミ 25人 ,参

四人員年蛉距退休不少千 5年 ,不足辻 55周 夢。根据共昧

需要芦格控十1境外培ツ1叶 同,正洲1及周迪国家和地区可圧縮

至 10天 ,欧美等其他国家可圧縮至 14天 。妹合管理炎和一

般性寺立培ツ1項 目在境外培ツ1地 点原只1上不得超逍両企城

市。

(三 )逃一歩仇化培ツ1項 目錆杓。重点支持項目単位根

据科研生声需要々国 (境 )外対口合作机杓升晨寺題性研究

型培)1項 目;鼓励申扱寺立技木、科研生声人員特男1足 中青

年后各骨千人オ中長期培ツ1項 目;墾須芦格控+1党 IEX千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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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双跨"項 目和走熟点国家項目;取立教育、教学管

理、医院管理等具有普遍共性和高度相美性的培ツ1項 目,由

相美行IEX主管部日銃等規女1后 申扱。

(四 )切 実提高培ツ1項 目的什対性、寺立性利実妓性。

各単位鹿汰真倣好培ツ1需 求凋研利立項

“

要性分析,接照項

目主題必須有俎困単位立券疱曰相符、有所逃国男1(地 区 )

的仇勢頷域相符、有境外培ツ1机杓的培ツ1特 K相 符的原只1,

針対我省径済社会友晨重点頷域的 “瓶頚"同題渫支1項 目;

可以根据項目内容的共昧需要接年度逹紋或分歩立項実施 ,

宣至1解決 1司 趣力止。

(五 )芦格仇行笙費預算先行制度。2018年末安羽卜有因

公出国 (境 )預算的単位不得申扱。

(六 )立項申扱有成果恙錆材料提交情況桂鈎。未提交

2017年 己執行項目成果恙結材料的単位不得申扱。

(七 )カロ張培ツ1項 目岸建浚。根据国家外寺局要求,自

2019年升始所有項目需納入項目岸管理,♯項目岸項目原ス1

上不得夕1入培)1項 目支出規支1及年度汁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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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海南省 2018-2020年年度因公出国 (境)培洲1立項汁刻表

各注:各注 :“ 項目癸別"一桂,按 “党政 "、 “企立管理 "、 “寺立技木 "、 “高技能 "、 “衣立 "、 “社会工作"填写。“党政"癸培り|1項 目是指各地_2■須

部|]姐駅的培り|1項 目,或 以処以上飯早干部力主姐須的培切1項 目,或渉及党政人オ方面的培り||。 “企立管理"癸培切1項 目是指由企立家和企立径菅管理人

オ狙成的培り|1項 目,或以学コ境外企立径菅管理力主題的項目等。“寺立技木"癸培り|1項 目是指由寺立技木人員狙成的培り|1項 目,或 以学コ境外究寺並技

木力主題的項目等。“高技能"癸培切1項 目是指力培弄高技能人オ的帰資培り|1項 目,或取並技木院校的帰資培切|,或引逃国際駅立資格iI弔的帰資培り|1等 。

“衣立"癸培り|1項 目是指以衣立力主題的培り|1項 目。“社会工作"癸培り|1項 目是指由炊事社会工作的人員姐成的培り|1項 目,或以学コ社会工作力主題的培

り|1項 目等。

単位名称 (公章):

年度

序号

(推存

llp序 )

項目名称 姐囲単位
人

数

天

数

似派国

家 (地

区 )

項目

美男J

経費預算 是否

己列

入本

単位

出国

預算

是否荻得

境外資助

或力政府

同切波項

目?

是否申清国

家外寺局資

助?如是 ,

清注明申清

資助的費用

項目

是否申清海

南省経費資

助?如是 ,

清注明申清

資助的費用

項目

境

外

培

洲

費

境

外

住

宿

費

境

外

伏

食

費

境

外

公

奈

費

国

際

旅

費

其

官

△
口
汁

2018

2019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