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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综科法函 〔２０２０〕 ２１ 号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关于征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铁路行业重大研发需求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 «科技部关于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重大

研发需求征集工作的通知» (国科发资 〔２０２０〕 １ 号) 要求ꎬ 现

面向铁路行业征集 “十四五” 重大研发需求ꎬ 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ꎮ

一、 征集的内容和要求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组织实施进展、 本次需求征集的主要内

容和要求详见 «科技部关于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工作的通知» (附件 １)ꎮ

二、 征集方式和时间

(一) 征集方式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 深入调研ꎬ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铁路发

展实际ꎬ 紧密结合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对铁路科技创新提出

的任务要求ꎬ 以提升铁路科技创新能力、 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

目标ꎬ 凝练科学问题和重大科技需求ꎬ 填写重大研发需求清单



(附件 ２)、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信息表 (附件 ３)ꎮ 纸质版材料请

各单位盖章后提交到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ꎬ 电子版材料发送

至邮箱ꎮ 各单位重大研发需求建议超过 １ 项的请按照优先度

排序ꎮ

如涉及敏感、 保密事项ꎬ 请下载附件 ２ 和附件 ３ 填写后加盖

单位公章ꎬ 将纸质和电子材料按照保密法规定的渠道报送至国家

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ꎮ

(二) 报送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４ 日ꎮ

(三) 需求筛选

科技与法制司汇总各单位报送的重大研发需求ꎬ 组织专家咨

询论证后按有关程序报送科技部ꎮ

三、 联系方式

联系人: 于洋、 刘晓冬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８９７７１２、 ５１８９７９９１

邮箱: ｙｕｙａｎｇ＠ ｎｒａ ｇｏｖ ｃｎꎬ ｌｉｕ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ｎｒａ ｇｏｖ ｃｎ

附件: １ «科技部关于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工作的通知»

２ 重大研发需求清单

３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信息表

—２—



(此页无正文)

国家铁路局综合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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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科技部关于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工作的通知

国科发资 〔２０２０〕 １ 号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 (委、 局)ꎬ 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科技局ꎬ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ꎬ 各有关

单位:

２０２０ 年是贯彻落实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 » 和 “十三五” 科技创新规划的收官之年ꎬ 也

是面向 “十四五” 部署科技重点任务的关键之年ꎮ 为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ꎬ 结合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和 “十四五” 科技创新规划战略研究工作ꎬ 科技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重点专项凝练工作ꎮ 为

此ꎬ 在已征求规划建议的基础上ꎬ 围绕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ꎬ 现面向各部门 (行

业)、 各地方及有关单位ꎬ 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重

大研发需求补充征集工作ꎬ 征集内容将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五” 任务部署及充实 “十四五” 科技创新规划内容提供支

撑ꎮ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４—



一、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组织实施进展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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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新设立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ꎬ 重点资助事关国计民生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

公益性研究ꎬ 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 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

全的战略性、 基础性、 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

和产品研发ꎬ 以及重大国际科技合作等ꎬ 加强跨部门、 跨行业、

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ꎬ 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提

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ꎮ

重点专项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组织实施的载体ꎬ 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 以目标为导向ꎬ 从基础前沿、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

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创新设计、 一体化组织实施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按

照 “自上而下” 顶层设计与 “自下而上” 需求征集相结合的原

则ꎬ 在广泛征集近 ２７００ 项研发任务建议的基础上ꎬ 凝练形成了

“十三五” 总体任务布局ꎬ 经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咨

询评议和国家科技计划 (专项、 基金等) 管理部际联席会议、

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审议ꎬ 并报国务

院批准ꎬ 先后启动实施了 “干细胞及转化研究” “新能源汽车”

“七大农作物育种” “数字诊疗装备研发” 等 ６０ 多个重点专项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设立和实施为 “十三五” 科技、 经济

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引领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第一批启动的 ４２

个重点专项正在组织开展绩效评估ꎮ 此次需求征集将作为凝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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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重点专项的重要基础ꎮ

二、 本次需求征集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当前ꎬ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ꎬ 基础前沿领域

孕育重大突破ꎬ 交叉融合态势更加明显ꎬ 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

究和技术创新相互带动作用不断增强ꎮ 面向 “十四五”ꎬ 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的组织实施将进一步深化项目形成机制改革ꎬ 瞄准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ꎬ 突出自主创新补短板、 挖潜

力、 增优势的战略重点ꎬ 强化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ꎬ

有效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ꎬ 加强科技创新统筹部署ꎬ 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ꎬ 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的供给能力和效率ꎮ

本次需求征集面向重大战略基础前沿ꎬ 以及能源、 交通、 信

息技术、 制造、 材料、 空间技术、 农业、 资源环境与海洋、 生物

医药与生命健康、 社会事业与公共安全等领域ꎬ 主要征集事关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强国战略、 新兴产业增长点、 高质量发展和

民生改善、 关键核心技术竞争力以及国家安全ꎬ 迫切需要通过科

技创新予以破题和解决的重大需求ꎬ 特别是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的

协同攻关需求ꎮ

本次需求征集将探索建立 “需求方出题、 科技界答题” 的

新机制ꎮ 各单位要在前期提交规划编制需求的基础上ꎬ 认真组

织、 深入调研ꎬ 紧密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ꎬ 凝练科学问题和重大需求ꎬ 力求目标明

确、 边界清晰、 切实可行ꎬ 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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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描述ꎮ 说明期望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的具体应用难题

或发展瓶颈ꎬ 要求内容具体、 指向清晰ꎬ 并充分描述说明现实应

用场景ꎬ 如自然条件、 工况环境、 成本约束、 行业监管等技术应

用的边界条件ꎬ 以及核心预期目标 (指标)ꎮ

２ 战略意义ꎮ 从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落实的直接关系ꎬ 对

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性全局作用、 政府牵头主导实施

的必要性和比较优势等角度ꎬ 说明此项需求的重大战略意义ꎬ 展

示其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ꎮ

３ 工作现状ꎮ 国内外通过科技创新解决该问题的努力方向

和进展情况ꎬ 包括我国已形成的技术成果积累情况ꎬ 全球范围内

相关工作的最新科技进展和领先水平ꎮ

４ 研发建议ꎮ 如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思考ꎬ 可提出从科技创

新角度破解相关问题的具体建议ꎬ 如可能的技术路径、 技术方案

要点、 需要溯源突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等ꎮ

三、 征集方式和时间

１ 本次需求征集以无纸化方式进行ꎬ 各单位请通过已有管

理 员 账 户 登 录 国 家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 ｈｔｔｐ: / /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ｍｏｓｔ ｇｏｖ ｃｎ)ꎬ 登录后点选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十四

五’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 选项ꎬ 在线填报提交相关需求ꎮ

２ 需求受理信息系统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开通ꎬ 需求受理

时限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为止ꎮ 受理期内支持多次修改ꎬ 以受理

截止日前最终提交版本为准ꎮ

—７—



３ 如涉及敏感、 保密事项ꎬ 不适合通过网络渠道提交的ꎬ

可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下载填报模板ꎬ 通过保密渠道报送

至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ꎮ

４ 业务联系人及电话: 科技部资源配置与管理司ꎬ 师东、

张庆梓ꎬ ０１０－５８８８１６２４、 ５８８８１６９８ꎮ

５ 技术服务电话及邮箱:

０１０－５８８８２１７１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ｓｔｉｃ ａｃ ｃｎꎮ

科技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 日

—８—



附件 ２

重大研发需求清单

提交单位

联 系 人 所在部门

办公电话 手　 　 机

序　 号 重大研发需求名称

注: 如重大研发需求建议超过 １ 项ꎬ 请按照优先度排序ꎮ

—９—



附件 ３

重大研发需求征集信息表
序号:

需求名称

主要涉及领域
(交叉学科请多选)

□重大战略基础前沿
□能源
□交通
□信息技术
□制造
□材料

□空间技术
□农业
□资源环境与海洋
□生物医药与生命健康
□社会事业与公共安全
□其他　 　 　 　 　 　

□国际合作类 (拟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ꎬ 且对实现研发需求具有不可或
缺的关键作用)

问题描述

说明期望通过科技创新解决的具体应用难题或发展瓶颈ꎬ 要求内容具体、
指向清晰ꎬ 并充分描述说明现实应用场景ꎬ 如自然条件、 工况环境、 成本
约束、 行业监管等技术应用的边界条件ꎬ 以及核心预期目标 (指标)ꎮ
(８００ 字左右)

战略意义
从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落实的直接关系ꎬ 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
键性全局作用、 政府牵头主导实施的必要性和比较优势等角度ꎬ 说明此项
需求的重大战略意义ꎬ 展示其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ꎮ (４００ 字左右)

工作现状
国内外通过科技创新解决该问题的努力方向和进展情况ꎬ 包括我国已形成
的技术成果积累情况ꎬ 全球范围内相关工作的最新科技进展和领先水平ꎮ
(４００ 字左右)

研发建议
(选填)

如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思考ꎬ 可提出从科技创新角度破解相关问题的具体建
议ꎬ 如可能的技术路径、 技术方案要点、 需要溯源突破的重大基础科学问
题等ꎮ (４００ 字左右)

另请根据需求建议提出 ３ 个以内的关键词ꎬ 以供汇总凝练参考ꎮ
关键词: １ ꎬ ２ ꎬ ３ ꎮ

注: 如重大研发需求建议超过 １ 项ꎬ 请分别填写需求征集信息ꎮ

—０１—





抄送: 局机关各部门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