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科人 (2019J 22 号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做好 2019 年"天府万人计划"天府创新领
军人才等 3 个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照省委组织部等 13 部门《关于印发<四川省"天府万人计

划"实施办法>的通知)) (川组通 (2018 J 21 号)、四川省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19 年"天府万人计划"申报工

作的通知)) (川人才办 (2019 J 20 号)的部署安排，根据四川

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天府万人计划"天府创新领军人才项

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科人 (2018 J 30 号)、《关于印发<"天

府万人计划"天府创业领军人才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科人

(2018 J 31 号)、 《关于印发<"天府万人计划"天府科技菁英项



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川科人 [2018J 32 号)的相关要求，为

做好 2019 年"天府万人计划"天府创新领军人才、天府创业领军

人才和天府科技菁英 3 个项目申报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目标任务

2019 年拟连选支持 20 名左右天府创新领军人才、 20 名左右

天府创业领军人才、 50 名左右天府科技菁英。

二、申报范围

川内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含中央在川单位)。

三、申报条件

(一)天府创新领军人才申报条件

1.基本条件:

①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精神，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JU

②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③研究方向符合科技前沿发展趋势，或属于国家和我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

④科学研究成果具有重大创新性或产业转化前景;

⑤截止 2019 年 5 月 20 日(含)，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特别

优秀的可放宽 2 岁;

⑥全职在川工作 1 年以上。

2.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3 项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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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持国家或省部级重大科技专项(课题);

②是国家或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野外科学研究

观测站等创新平台负责人或首席专家;

③主持研发的技术成果在四川落地转化，并取得重大经济社

会效益(上年度产值应达到 3000 万元以上，或项目实施期累计

实现产值 5000 万元以上);

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或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以上奖

励;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四川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排名前 3 ); 

⑤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或国防专利授权;

⑥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发表 1 篇影响因子 3.0

以上的学术论文。

(二)天府创业领军人才申报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精神，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JU

2.为企业主要创办者或实际控制人(作为股东占股 30%以上，

或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精神、市场开拓和

经营管理能力;

3.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创业项目符合科技前沿发展趋势，或属于国家和我省战略

性新兴产业"5+1"产业领域;

5.创办的企业拥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至少拥有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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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相关的发明专利(或动植物新品种、著作权等)，具有

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开发的产品技术先进或服务模式创新，

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竞争力;

6.创办的企业在四川省内注册，依法经营，无不良记录，创

办时间为 2 年以上。创办时间在 5 年以内(含 5 年)的企业，最

近一年盈利且主营业务收入不少于 500 万元。创办时间为 5 年以

上的企业，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净利润累计不少于 500 万元。以

近 5 年内(含 5 年)创办企业的主要创始人为主;

7.截止 2019 年 5 月 20 日(含)，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特别

优秀的可放宽 2 岁。

(三)天府科技菁英申报条件

1.基本条件:

①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科学精神，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

②截止 2019 年 5 月 20 日(含)，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特别

优秀的可放宽 2 岁;

③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

技师以上职业资格;

④研究方向符合科技前沿发展趋势，或属于国家、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

⑤在所从事的领域崭露头角，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

新潜能，为所从事科研领域同龄人中的拔尖人才，具有成为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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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⑥全职在川工作 1 年以上。

2.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2 项及以上:

①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或四川省科技计划项目;

②主持研发的技术成果在四川落地转化，并取得较大经济社

会效益(上年度产值应达到 300 万元以上，或项目实施期累计实

现产值 500 万元以上);

③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或国防专利授权;

④获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

⑤作为第一作者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发表 1 篇影响因子 2.0

以上的学术论文，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SCI 检索论文 5 篇以上。

3.符合条件的教育卫生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也可

申请纳入。

四、申报推荐渠道

(一)申报单位登录"四川人才工作网"

(h句://www.scrcgz.com/) "项目申报"平台，通过"天府万人

计划申报管理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

6 月 20 日 o 网上申报完成后，须从申报系统中打印纸质《申报

书)) ，完成签字、盖章等手续。其中，国防科工等敏感领域人才

的申报，不通过网上提交，直接填写纸质《申报书)) ，力口密后单

独报送。

(二)申报单位完成网上申报，并公示 3 个工作日后，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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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书》及附件材料、公示情况报告等材料按照隶属关系报所属市

(州)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或省直有关部门审核，其中中央在川单

位、省属科研院所可直报科技厅。

(三)市(州)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将推荐人选报市(州)人

才办备案，由市(州)人才办完成网上审核报送。省直有关部门

直接完成网上审核报送。

(四)市(州)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中央

在川单位、省属科研院所于 6 月 26 日前将推荐函、推荐人选情

况汇总表、公示情况报告、《申报书》及附件材料统一报送至科

技厅。

五、注意事项

(一) 2019 年"天府万人计划"采用网上申报和纸质申报

并行的方式进行。网上申报完成后，须从申报系统中打印纸质《申

报书)) ，完成签字、盖章等手续。

(二)首次申报的用人单位应将单位全称、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等材料盖章并扫描后，发至申报专用邮箱

( scrcxmsb@163.com )。省人才办工作人员审核后，将通过电

子邮件反馈用户名及密码(与省"千人计划"申报系统可通用) , 

用人单位方可登录申报系统。

(三)申报时要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申报

人填报的承担项目、论文著作、专利、获奖、兼职等，每类一般

不超过 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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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府创新领军人才、天府创业领军人才、天府科技菁

英同一人只能选择 1 项进行申报。

(五)国家和省"千人计划"入选者在管理期内，不得申报

天府创新领军人才、天府创业领军人才、天府科技菁英项目。

(六)推荐名额:

天府创新领军人才推荐名额:

成都市、四川大学不超过 5 名;其他市(州)、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中科院成都分院、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不超

过 3 名;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科研院所、省属高校、其他中央在

川单位不超过 1 名 o

天府创业领军人才推荐名额:

成都市不超过 30 名;其他市(州)不超过 5 名;省直有关

部门、省属科研院所、省属高校、中央在川单位不超过 1 名。

天府科技菁英推荐名额:

成都市、四川大学不超过 15 名;其他市(州)、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中科院成都分院、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不

超过 10 名;省属重点本科高校不超过 5 名;省直有关部门、省

属科研院所、其他省属高校、其他中央在川单位不超过 1 名 o

(七) ((申报书》和附件材料应分别装订，封面、封底统一

用 110 克以上白色 A4 亚光纸胶装，正文须双面印刷，纸质《申

报书)) 6 份、附件材料 2 份。

六、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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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李伟. 028-86671974; 孙开艳， 028-86668540 。

电子邮箱: sckjtrsc@163.com。

地址及邮编:成都市锦江区学道街 39 号科技厅人事处 414

办公室， 610016 。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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