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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General Information

申请人信息（Applicant）

姓 名
Full Name

中文或英文（与提供的

有效证件一致）
性别
Gender

国籍
Nationality

（按国别或地区

选择）

英文姓名
民族

Ethnicity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毕业院校
Graduate School

（国内院校只填中文，

国外院校须先填英文，

后附中文）

专业
Major

学位
Degree

回国(来华)前任职单位
Name of Employer before
returning/coming to China

中文 回国(来华)前专业技术职务
Professional or academic

title/rank before
returning/coming to China

中文

英文 英文

拟 任 职 单 位Proposed
employer

同依托单位
拟任专业技术职务

Proposed professional or
academic title/rank

电 话
Telephone No

电子邮箱
E-mail

个人通讯地址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Address

依托单位信息（Host Institution）

名 称
Name of Host Institution

联系人
Institution Contact Person

电 子 邮 箱
E-mail

电 话
Telephone No

网 站 地 址
Website URL

申请基本信息（General Information）

项目名称

Title of Proposal

与封面一致。100字符以内，写专业方向，请勿将项目名称写为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

英文名称
Title of Proposal in English

写专业方向

申 请 代 码
Application Code 在系统中选择

研究方向
Research Fields 在系统中选择

专 业 领 域

Area of Specialization

数学、物理、化学、环境与地球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生

命科学、医学、管理科学（下拉菜单选择）

中文关键词

Keywords
5个关键词，可选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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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Abstract in Chinese）
（重点阐述本人取得的主要学术成绩，简要陈述拟开展的研究工作。）

建议400字以内，含标点符号

英文摘要（Abstract in English）
（In the abstract, you shall focus on the major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briefly
describe the research work to be carried out.）

建议4000字符以内，含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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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简历（高层次人才类）
xx机构，二级单位，职称

教育经历：

（从大学本科开始，按时间倒序排序；请列出攻读研究生学位阶段导师姓名）

博士后工作经历：

（按时间倒序排序；请列出合作导师姓名）

科研与学术工作经历（博士后工作经历除外）：

（按时间倒序排序）

曾使用其他证件信息：

（申请人应使用唯一身份证件申请项目，曾经使用其他身份证件作为申请人或

主要参与者获得过项目资助的，应当在此列明）

近五年主持或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由系统自动生成）

近五年主持或参加的其他科研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除外）:

（按时间倒序排序；注意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

息的内容）

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情况:

（请如实规范列出所有作者（发明人或完成人等）署名，不得篡改作者（发明

人或完成人等）顺序）

一、近五年内发表的代表性论著

（包括论文与专著，合计5项以内）

二、已发表的其余论著

（包括论文与专著，合计10项以内。其中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

心项目应当提供近五年内发表的其余论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含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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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提供的其余论著无发表时间限制）

三、论著之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学术奖励

（包括专利、会议特邀报告等其他成果和学术奖励，请勿在此处再列论文和

专著；合计10项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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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正 文 Main Body of Proposal
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标题突出。

The proposal shall be writt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outline, with informative content, clear structure, and prominent titles.

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Please do not delete or change the title of the outline and the words in
brackets.

（一）主要学术成绩（建议不超过4000字）

Major academic achievements (no more than 4000 words)

着重阐述所取得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科学价值及本人贡献等。

In this part, you shall focus on the innovativeness and scientific valu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your personal contribution.

（二）全职回国（来华）后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建议不超过

4000字）The research work to be carried out after returning/coming to China full-

time(nomore than 4000 words)

主要阐述全职回国（来华）后主要研究方向和思路、预期目标、

团队和科研条件的支撑情况。

In this part, you shall mainly expound the main research direction and ideas, expected
goals, team and research conditions after returning/coming to China full-time.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Other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1.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列

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与本项目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applica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NSFC programs in the same
year (please list the types of programs and title of proposals submitted in the same year,
and explain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posal).

2.申请人是否存在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单位不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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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或参与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上述

人员在该项目中是申请人还是参与者，并说明单位不一致原因）。

Whether the applicant's host institu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ne indicated in other
proposals that he or she submits or participates in applying in the same year (if there is any
such inconsistency, please list the names of the personnel involved, the types of programs,
titles of proposals, names of host institutions for other projects that you applied or
participated in, whether the abovementioned personnel are the applicants or participants in
the projects, and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cy).

3.申请人是否存在与正在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单位不

一致的情况（如存在上述情况，列明所涉及人员的姓名，正在承担项

目的批准号、项目类型、项目名称、单位名称、起止年月，并说明单

位不一致原因）。

Whether the applicant's host institu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one indicated in the
NSFC project that he/she is undertaking (if there is any such inconsistency, please list the
name of the personnel involved, approval number, type of program, title of proposal, name
of host institution, start and end dates of the undertaking project, and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the inconsistency).

4.申请人教育或工作经历若不连续请说明原因。

If there is any discontinuity in education or work experience, please explain the reason.

5.其他。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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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信息 List of Attachment
序号

Serial
number

附件类型

Type of attachment
附件名称

Name of attachment
备注

Remarks

1 身份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材料
ID card, passport or other identity documents

必填项
Required
items

2 博士学历学位证书
Doctoral degree certificate

3 海外任职证明材料
Certifications of overseas employment

4 工作合同（意向性工作协议）
Work contract (Intentional work agreement)

5
申请人科研诚信承诺书
Letter of Commitment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of Applicants

6 依托单位推荐意见
Recommendation of host institutions

7 其他材料
Other materials

选填项
Optional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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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

申请人科研诚信承诺书

本人在此郑重承诺：按照项目指南的要求，所申报材料和相关内容真

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在项目申请、评审和执行全过

程中，恪守职业规范、科研伦理和科学道德，严格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的评审规则等各项规定，杜绝可能影响项目评审公正性的行为。

如违背承诺，本人自愿接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相关部门做出

的处理决定。

Letter of Commitment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of Applicant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for Excellent Young Scientists Fund Program(Overseas)

I hereby solemnly commit myself to the follow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Guide to
Programs,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and relevant contents are truthful and valid, and there is no
behavior that violates the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application,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s, I strictly abide by professional standards,
research ethics and scientific ethics, strictly abide by the review rules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other provisions, and eliminate any behavior that may affect the fairness of
the review of projects.

In case of any breach of the commitment, I will voluntarily accept the decision made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申请人签字 Signature：
日期 Date： 年 月 日

（注：申请时，需要将本页签字后的扫描件作为附件上传。

Please note that this page should be signed, scanned and uploaded as an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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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单位推荐意见

推荐内容 情况说明及意见

推荐理由

本单位该学科领域

的现有基础

支持条件

对申报人的知识产

权纠纷、竞业禁

止、保密约定、兼

职取酬等情况的核

实意见

单位法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申请时，需要将本页签字盖章后的扫描件作为附件上传。

Please note that this page should be signed, scanned and uploaded as an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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