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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已作废，仅作为协议完成率的计算标准） 

一、科研项目 

表 1 自科类科研项目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包含项目 

国家一级 

（1）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集成项目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国家二级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同经费≥1500万元） 

（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合同经费≥1500万元）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课题（合同经费≥

500万元）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国家三级 

（1）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同经费<1500万元） 

（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500≤合

同经费<1500万元）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200≤合同经费<500万

元） 

国家四级 

（1）国家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2）国家基地和人才专项 

（3）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合同经费

<500万元）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6）国家自然科学联合基金项目 

（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 



 - 2 - 

（8）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项目 

国家五级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类项目 

（3）国家级标准制（修）订项目 

省部一级 省科技重大专项 

省部二级 
（1）省科技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合同经费≥400万元） 

（2）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 

省部三级 

（1）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项目 

（2）国家级项目子课题（合同经费≥200万元） 

（3）省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以及其他省部级项目（合同经费≥200万

元） 

省部四级 

（1）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2）国家级项目子课题(50万元≤合同经费<200万元) 

（3）省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以及其他省部级项目(50万元≤合同经

费<200 万元)   

（4）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5）省部级基地和人才专项   

省部五级 

 

（1）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联合基金项目 

（2）国家级项目子课题(10万元≤合同经费<50万元) 

（3）省部级项目（10万元≤合同经费<50万元） 

（4）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5）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省部六级 

（1）国家级项目子课题(合同经费<10万元) 

（2）省部级项目（合同经费<10 万元） 

（3）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优秀青年项目、创新平台开放基

金项目 

备注:1.省重大科技专项包括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作为项目承担单位或作为项目首席技术专家

单位。2.国家人才专项含社科领域。3.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项目、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面

上资助）项目、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含社科领域。4.国家国防科研项目参照国

家级项目的相应级别认定。 

  



 - 3 - 

表 2 社科类项目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包含项目 

国家一级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二级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国家软科学计划研究重大项目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国家三级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 

（2）国家软科学计划研究重点项目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国家四级 
（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 

（2）国家软科学计划研究项目 

省部一级 

（1）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重大项目 

（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青年基金项目和专项任务

项目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青年专项课题、规划课题） 

（4）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 

省部二级 

（1）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重点项目 

（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到账经费≥5万元） 

（4）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项目 

（5）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项目 

（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 

（7）国家语委科研项目 

省部三级 

 

（1）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省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3）省软科学计划研究面上项目 

（4）教育部重大项目子课题（教育部单独发文） 

（5）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点项目 

（6）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到账经费≥5万元，科技部单独下

文） 

省部四级 

（1）其他部委公开发布的项目 

（2）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及其他专项 

（3）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 

省部五级 
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优秀青年项目、创新平台 

开放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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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研成果奖 

表 3 自科类成果奖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包含奖项 

国家最高奖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一级 

（1）国家自然科学奖特等奖 

（2）国家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3）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国家二级 

（1）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3）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三级 

（1）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3）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牌 

国家四级 

（1）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 

（2）中国专利金奖 

（3）中国青年科技奖 

省部特级 

（1）湖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 

（2）湖南省科学技术创新团队奖 

（3）省部级科技奖特等奖 

省部一级 

（1）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省部级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3）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 

（5）湖南光召科技奖 

省部二级 

（1）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省部级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3）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4）中国专利银奖 

（5）湖南专利特别奖 

省部三级 

（1）省部级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2）省部级技术发明奖三等奖 

（3）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4）中国专利优秀奖 

（5）省级专利奖一等奖 

省部四级 省级专利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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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社科类成果奖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包含奖项 

国家一级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3）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国家二级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3）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国家三级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2）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3）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4）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省部一级 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省部二级 

（1）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3）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4）湖湘智库研究“十大金策” 

省部三级 

（1）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3）湖湘智库研究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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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与著作 

表 5 其他科技成果奖校定级别认定 

成果类型 认定级别 包含项目 

良种 
一级 国家级，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定 

二级 省部级，由省级有关主管部门审定 

新品种 

新产品 

一级 国家级，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认定 

二级 省部级，由省级有关主管部门认定 

专利 
一级 授权的国际发明专利 

二级 授权的国内发明专利 

标准 
一级 正式颁布的国家标准 

二级 正式颁布的行业标准 

 

表 6 自科类期刊论文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包含刊物 

一级 Nature、Science、Cell 

二级 JCR 期刊中，IF≥30的期刊 

三级 JCR 期刊分区位于 1区且 10≤IF<30的期刊 

四级 JCR 期刊分区中位于 1区的期刊 

五级 JCR 期刊分区中位于 2区的期刊 

六级 JCR 期刊分区中位于 3区的期刊 

七级 

JCR 期刊分区中位于 4区的期刊（IF≥0.5） 

EI源刊 

学校遴选的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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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社科类期刊论文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包含刊物 

一级 《中国社会科学》 

二级 学校遴选的权威期刊 

三级 
（1）《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 

（2） SSCI 1区的期刊 

四级 

（1）《新华文摘》（转载 2000 字以上） 

（2）《国家社科基金成果专刊》 

（3） SSCI 2区的期刊 

五级 
（1）SSCI 3区、4区的期刊 

（2）A&HCI期刊 

六级 学校遴选的重要期刊 

七级 其它 CSSCI源刊 

备注：SSCI期刊分区根据 ISI上一年度发布的 JCR分区确定，Q1为 1区，Q2为 2区，Q3为

3 区，Q4为 4区。 

表 8 学术专著校定级别认定 

认定级别 认定条件 

一级 在 A类出版社出版，且字数≥30 万字 

二级 在 A类出版社出版，且 20万字≤字数<30万字 

三级 在 A类出版社出版，且 10万字≤字数<2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