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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发〔2018〕19 号 

 

 

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恒逸邱建林基金 
人才与科研奖励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现将《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基金人才与科研奖励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杭州师范大学 

201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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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基金人才与科研 
奖励办法（试行） 

 
为贯彻落实学校人才与科研工作会议及《杭州师范大学关

于加强科研工作的若干意见》(杭师大党委发〔2017〕45 号)、

《杭州师范大学人才工作生态环境建设若干意见》(杭师大党委

发〔2017〕44 号)等文件精神，更好发挥“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

建林基金”在加强学校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科研工作水平等方

面的作用，依据学校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的捐赠协议相关

要求，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评选范围 

（一）设立杭州师范大学恒逸讲席教授，用于聘请在国内

外高校或科研机构任职且具有较深学术造诣或学术影响力的杰

出人才，或取得国际重要学术成就、学术水平在国际同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的一流外国学术专家（外籍非华裔），聘期 3年，每

年来校工作学术交流累计不少于 1 个月。 

（二）设立科研突出贡献奖，分为突出成果奖、国家级重

大项目奖和国家级平台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一般评选 1—2 

个团队或个人(具备直接认定条件的，可不受当年名额限制)，

提名奖 2—3 名。已获得科研突出贡献奖的个人不重复参评。 

（三）设立重大科研激励奖，分为高水平人才项目奖、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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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贡献奖和集体科研业绩进步奖，每年评选一次，采用评审

和认定相结合的办法产生。 

（四）设立人才引进伯乐奖，用于奖励在人才引进方面具

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每年评选一次，每次一般评选 1—2 

个单位、团队或个人。 

第二条  评选条件与奖励 

（一）恒逸讲席教授：参照《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

讲座教授计划实施办法》（杭师大〔2010〕243号）中岗位设置、

招聘条件、聘任程序、待遇和工作支持、考核等要求执行。 

（二）科研突出贡献奖：遵循宁缺毋滥的评选原则，符合

下列条件之一均可申报。 

1.以学校为第一单位获得国家奖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人文社科）一等奖的第一完成人； 

2.以学校为第一单位在 Science、Nature、Cell 发表学术

论文的我校通讯作者； 

3.以学校为第一单位获得国家级重大项目Ⅰ类（见附表）

的负责人； 

4.以学校为第一单位获得国家级科研平台（含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地）的团队； 

5.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工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得到国内

外同行专家认可的其他有突出贡献的团队及个人。 

符合第 1、2 条或第 3、4 条首次突破的成果可直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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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当年名额限制。符合第 1 或 2 条件者，给予 50 万元/项的

奖励；符合其他条件者，给予 30万元/项的奖励；提名奖给予 5

万元/项的奖励。 

（三）重大科研激励奖： 

1.设立高水平人才项目奖。对申报杰青、优青等人才项目

且进入答辩的，给予 10 万元奖励。 

2.设立 ESI学科贡献奖。对首次进入 ESI排名前 1%的学科

给予 30万元奖励；对尚未进入 ESI排名前 1%但 ESI潜力值达到

0.6 及以上的学科，以历史最高值为基准，每递增 0.2 奖励 10

万元；已进入 ESI 排名前 1%的学科，以历史最高值为基准，ESI

潜力值每递增 0.2 奖励 5 万元。  

3. 设立科研业绩进步奖。对完成年度科研工作指标，以及

国家级项目立项数和省部级（含）以上奖项申报数、获奖数较

前一年翻一番的学院（部）、科研机构（考评单列），按照 10万

元/个的标准进行奖励。 

（四）人才引进伯乐奖：全职引进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国家千人计划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才领军人才等的单位、

团队和个人，在推荐、洽谈、服务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与作出

突出贡献的都可以报名。人才引进伯乐奖的团队或个人给予 5

万元的奖励。 

参加评选所要求所获得的成绩和奖项统计时间点为2018年

学校人才与科研工作会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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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评审认定机构 

（一）学校成立“杭州师范大学恒逸邱建林基金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基金领导小组）和“恒逸邱建林基金人才与科研奖

励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评审委员会）。 

（二）“基金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 2 人、科学研究院、人事处、校友总会秘书处（教育基金

会秘书处）主要领导组成，办公室设在科学研究院。 

（三）“奖励评审委员会”由校学术委员会部分委员和部分

外聘专家组成。 

第四条  评选程序 

（一）申报和推荐：凡符合评选范围和条件的团队和个人均

可自荐申报，也可由学院组织推荐申报；各学院（部、校级科

研机构、校级科研团队）依照评选条件进行初审后，由院（部、

校级科研机构、校级科研团队）学术委员会对符合申报条件的

人选进行评议，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确定和公示后，向学校

推荐参评团队或个人。 

（二）学校职能部门审核：科学研究院和人事处分别对参评

人员的有关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存在虚假信息或有疑义、不

符合评选条件的，取消参评资格。 

（三）材料公示和网评：参评人员申报材料在学校相关网站

上予以公示，并请 5 名省内外专家进行网评。 

（四）专家会评：奖励评审委员会根据参评人员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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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 

（五）学校评定：奖励评审委员会根据参评人员申报材料、

专家评审意见以及候选人陈述，以票决制确定建议人选，报基

金领导小组审定最终获奖人选。 

（六）公示：评定结果在学校相关网站上公示。 

第五条 表彰与奖励 

（一）学校在每年科研年度大会（次年元月）上对获得恒

逸邱建林基金奖励的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 

（二）恒逸邱建林基金奖金按年度认定发放。 

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杭州师范大学恒逸

邱建林基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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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杭州师范大学科研项目分级分类汇总表 

项目级别 项目类别 

Ⅰ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技术创新引导专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

目、创新群体项目、重大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含教育

学单列、艺术学单列） 

Ⅱ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 I 类项目的课题[到达学校账户经费

（不含外协）≥200 万元]；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重大项目[到达学校账户

经费（不含外协）≥300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

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点

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科

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500 万元

及以上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150 万元及以上的人文社科其

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Ⅲ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 I 类项目的课题[到达学校账户经费

（不含外协）<200 万元]；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重大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

费（不含外协）<300 万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国家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领军人才项目、国家特支计划等；教育部科技研

究重大项目、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到达学

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300 万元及以上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

类纵、横向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含教育

学单列、艺术学单列）；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100 万元及以

上的人文社科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Ⅳ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组织间

合作研究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以杭州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的Ⅰ、

Ⅱ类纵向项目（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且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

协）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培育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

费（不含外协）≥100 万元]；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150 万元

及以上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含教育

学单列、艺术学单列）；以杭州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的Ⅰ、Ⅱ类纵向项目

（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或在合同任务书中作为子项目的负责人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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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级别 项目类别 

且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3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到校经费在

50万元及以上的人文社科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Ⅴ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外国青年研究项目、应急管理项目；科技部软科学项目；国家科技计

划体系的其他各类项目；浙江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市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市主

动设计项目；以杭州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参加Ⅰ、Ⅱ类纵向项目（在合同

任务书中有体现），且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30万元及以上的

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80万元及以上的国防科技计划项

目及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含教育

学单列、艺术学单列）；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

计划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以杭州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的

Ⅰ、Ⅱ类纵向项目（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或在合同任务书中作为子项

目的负责人有体现，且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10万元及以上的

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30万元及以上的人文社科其他各

类纵、横向项目。 

Ⅵ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主任基

金、除学术会议资助外的小额资助项目（数学天元等）；教育部科技研究

重点项目等；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以杭州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参与

Ⅰ、Ⅱ类纵向项目（在合同任务书中有体现），且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

含外协）在 2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国防科技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教育部专项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一般项目；以杭州师范大学为参与单位的Ⅰ、Ⅱ类纵向项目（在合同

任务书中有体现）或在合同任务书中作为子项目的负责人有体现，且到达
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5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

含外协）在 15 万元及以上的人文社科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Ⅶ类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教育部科技一般项目、科研专项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联合资助项目、除学术会议资助外的

小额资助项目；省科技计划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钱江人才计划项目、

软科学项目；到达学校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20 万元及以上的国防科技

计划项目及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一承担单位主持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到达学校

账户经费（不含外协）在 5 万元及以上的人文社科其他各类纵、横向项目。 

Ⅷ类项目 以上未包含的其他类型项目。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6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