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2 

 

“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 

重点专项 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畜禽养殖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支柱产业。当前，

我国畜禽养殖产业正面临“养殖效益低下、疫病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严重、设施设备落后”4 大瓶颈问题。解决这些问

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开展畜禽疫病防控、净化与根除，推

进养殖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加强养殖设施设

备的自主创新与产业化。 

为推进我国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的科技

创新，驱动我国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依据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国办发

〔2012〕31 号）和《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 号)等

精神，启动实施“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技

术研发”重点专项。 

专项聚焦畜禽重大疫病防控、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养殖设施设备研发 3 大领域，贯通基础研究、

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集成示范科技创新链条，进行一体化设

计，突破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领域的重大基础

理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立应用示范基地，辐射带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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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能力整体提升。实现核心场与示范场在原有基础上，

畜禽病死率下降 8-10%，常规污染物排放消减 60%，粪污及

病死动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80%以上，“全封闭、自动化、智

能化、信息化”养殖。 

根据专项的统一部署，结合畜禽重大疫病与安全高效养

殖科技创新链条的特点与规律。在 2016 年度首批启动 15 个

项目的基础上，2017 年度拟启动 23 个研究方向（每个研究

方向拟支持 1-2 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 4.3 亿元。其中基

础研究 5 个研究方向，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18 个研究方向。

项目实施周期为 2017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基础研究 

1.1 畜禽重要疫病病原学与流行病学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危害我国的畜禽重要细菌性传染

病、病毒性传染病，开展病原的分离鉴定，研究病原血清型

和基因型、传播途径、实验动物模型及分布规律；研究畜禽

重要病原的分子溯源、遗传变异、分子进化规律；构建病原

学与流行病学数据库、畜禽重大疫病传播风险评估模型。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分离鉴定畜禽重要病原 6000

株以上，解析至少 400 株病原的基因组序列，阐明 8 种以上

畜禽重大疫病的流行病学与遗传变异规律，构建病原学与流

行病学数据库 3-5 个；发表高水平论文 45-50 篇。【预期性指

标】建立畜禽重大疫病传播风险评估模型 4-5 个。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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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畜禽重要病原菌的病原组学与网络调控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猪链球菌、畜禽肠外致病性大肠杆菌等

重要畜禽病原菌，研究其蛋白质、核酸相互作用网络；研究

病原菌细胞分裂和代谢调控的分子机制；解析病原菌重要蛋

白质的功能，筛选潜在药物靶标、诊断标识和疫苗候选抗原。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解析 20 个以上重要调控蛋白

质的功能；鉴定候选药物靶标、诊断标识和疫苗候选抗原 25

个以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45-50 篇。【预期性指标】绘制病原

菌细胞分裂和生长代谢相关蛋白质的相互作用与调控网络，

申请专利 8-10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3 畜禽重要胞内菌基因调控及其与宿主互作的分子机

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动物布鲁氏菌、动物结核分支杆菌等畜

禽重要胞内菌，研究病原菌的基因调控；研究胞内菌逃逸宿

主免疫及感染与致病的分子机制；研究胞内菌与宿主细胞蛋

白质、RNA、基因组互作及其调控网络；发掘重要分子诊断

标识或药物靶标。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阐明 2-3 种胞内菌与宿主互

作机制及其调控网络；揭示胞内菌逃逸宿主免疫识别的 1-2

种新机制；发现重要胞内菌的分子诊断标识或药物靶标 8-10

个；发表高水平论文 40-50 篇。【预期性指标】建立重要胞内

菌自身及其与宿主互作调控网络数据库 2-3 个，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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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4 畜禽重要胞内寄生原虫的寄生与免疫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危害畜禽养殖的重要胞内寄生原

虫，研究其在宿主内的生长发育特征及与宿主互作的网络调

控机制；解析寄生原虫逃避宿主免疫清除的分子机制；系统

分析寄生原虫在宿主细胞内发育繁殖过程中所产生的外密

体、非编码 RNA 以及调控蛋白质等与宿主互作网络及机理；

发掘重要诊断标识、药物靶标及疫苗候选抗原分子。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阐明 2-3 个调控寄生原虫发

育繁殖以及与宿主互作的核酸-蛋白网络；揭示寄生原虫逃逸

宿主免疫的新机制 1-2 种；发现重要的分子诊断标识、药物

靶标或疫苗候选抗原 8-10 个；发表高水平论文 40-45 篇。【预

期性指标】建立重要寄生原虫分化发育及其与宿主互作的网

络调控数据库 2-3 个，申报专利 3-5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1.5 畜禽肠道健康与消化道微生物互作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畜禽肠道微生物与宿主健康、采食量、

营养物质利用及繁殖的关系，研究猪禽消化道微生物早期定

植及其调节肠道发育及功能的机制；幼龄反刍动物瘤胃微生

物代谢与消化道稳态的互作机制与营养调控；消化道微生态

平衡调控机体健康的机制；消化道微生物调节采食量及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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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消化、吸收、代谢和利用的机制；消化道微生物调控畜

禽繁殖生理的机制；代谢程序化影响消化道微生物表观遗传

的机制；益生菌和益生元影响消化道微生物功能和肠道健康

的分子机制。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揭示主要微生物定植及其代

谢产物的产生和排放规律；解析幼龄反刍动物瘤胃微生物发

育与瘤胃功能的互作机制；解析消化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

调节肠道发育与肠道健康的关键机制；阐明消化道微生物及

其代谢产物调控采食量及机体养分高效利用机制及关键途

径；阐明消化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调控机体健康和繁殖生

理的机制；获得可用于调控动物代谢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

产品 3-4 种；筛选出 6-7 种可调控消化道微生物稳态的营养

物质；发表高水平论文 45-50 篇。【预期性指标】申请专利

8-10 件；揭示畜禽消化道健康与消化道微生物互作机制，为

动物健康饲养策略制订、技术与产品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 关键技术研究 

2.1 猪重要疫病免疫防控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猪的重要疫病、新发疫病及多病原混合

感染，研发新型疫苗、多联多价疫苗等免疫防控新产品；研

发猪用疫苗佐剂、免疫增强剂；研发细胞纯悬浮培养、细菌

高密度发酵等猪用疫苗生产新工艺；研究规模化猪场科学合

理的免疫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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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猪用疫苗佐剂、免疫增

强剂等产品 5 种以上；研发猪用新型疫苗、多联多价疫苗 7

种以上；研发疫苗生产关键新技术 5 种以上；获得新兽药注

册证书 4-5 项；申请专利 12-15 件。【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

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4-5 项；建立规模化猪场科学免疫

技术体系。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2 鸡重要疫病免疫防控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蛋鸡、肉鸡等鸡重要疫病和新发疫病，

研发鸡用新型疫苗、标记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等免疫防控产

品；研发疫苗佐剂、免疫增强剂；研发细胞悬浮培养、细菌

高密度发酵等鸡用疫苗生产关键新工艺；研究规模化鸡场生

物安全措施及免疫预防程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发鸡用新型疫苗、标记疫

苗和多联多价疫苗 7 种以上；研发疫苗佐剂、免疫增强剂 5

种以上；研发疫苗生产关键新技术 5 种以上；获得新兽药注

册证书 4-5 项；申请专利 12-15 件。【预期性指标】发表研

究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4-5 项；建立规模化养鸡场科学

免疫技术体系。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3 水禽重要疫病免疫防控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鸭、鹅等水禽特有重要疫病和新发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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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水禽新型疫苗和多联多价疫苗等免疫防控产品；研发疫

苗佐剂、免疫增强剂；研发细胞悬浮培养、细菌高密度发酵

等水禽疫苗生产关键新工艺。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发水禽用新型疫苗和多联

多价疫苗 7 种以上；研发安全高效疫苗佐剂、免疫增强剂 5

种以上；研发疫苗研制及免疫防控关键新技术 5 种以上；获

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2-3 项；申请专利 12-15 件。【预期性指

标】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4-5 项；建立规模化

水禽场科学免疫技术体系。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4 牛羊重要疫病免疫防控新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牛羊重要疫病，研制灭活疫苗、活疫苗、

基因工程疫苗及多联多价疫苗；研发牛羊新型疫苗佐剂；研

发细胞纯悬浮培养、细菌高密度发酵等疫苗生产关键新工

艺；研究规模化牛羊饲养科学免疫新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牛羊新型疫苗 3 种以上；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牛羊疫苗佐剂；获得新兽药注册证

书 3-4 项；申请专利 8-10 件。【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3-4 项；建立规模化牛场、羊场科学免疫

技术体系。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5 动物疫病生物防治性制剂研制与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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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家畜、家禽、伴侣动物重要疫病，研制

新型、环保型微生态制剂；研发重组干扰素等细胞因子、生

物肽、防御素、细菌素等生物治疗制剂；研发基因工程抗体

等新型治疗性抗体；研发生物治疗性制剂的产业化生产关键

工艺和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新型微生态制剂及产品 5

种以上；研发重组干扰素等细胞因子、生物肽、防御素、细

菌素等产品 6 种以上；研发基因工程抗体等 4 种以上；获得

新兽药证书 1-2 项；申请专利 10-15 件；建立动物疫病生物

防治性制剂研发与产业化基地。【预期性指标】构建微生态

制剂、基因工程抗体及细胞因子等生物制剂创制技术平台；

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3-4 项。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6 动物重大疫病新概念防控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动物重大疫病，利用病原基因组编辑或

重组技术，研发快速诱导保护性免疫的速效疫苗；研发重大

疫病广谱性中和抗体;研发新型抗体疫苗；研发高效诱导粘膜

免疫的新型口服疫苗。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发针对动物重大疫病的速

效疫苗 2-3 种，其诱导保护性免疫速度显著高于传统疫苗；

研发广谱中和抗体 2-3 种；研发新型抗体疫苗 2-3 种；研发

口服疫苗 3-5 种；获得上述新概念防控产品的新兽药证书 1-2

个;申请专利 15-20 件。【预期性指标】建立动物重大疫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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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免疫产品研究平台；获得新兽药证书 2-3 个；发表研究

论文 25-30 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7 严重危害畜禽生产寄生虫病的诊断、检测与防控新

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球虫、肝片吸虫、捻转血矛线虫、血液

原虫等严重危害畜禽生产重要寄生虫，开展病原学和流行病

学研究；发掘诊断标识；研发符合现场初筛需求的快速、高

通量检测技术、方法、试剂与设备；研发区分多种病原混合

感染的鉴别诊断新技术；开发安全高效的畜禽寄生虫病生物

防治性制剂；研究临床畜禽重要寄生虫病防控合理用药新技

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发掘畜禽重要寄生虫病诊断

新标识 15 个以上；建立快速、高通量检测技术和方法 10 种

以上；研发未知病原检测技术 2 种以上；研制新型生物防治

性制剂 5种以上；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2项；申请专利 12-15

件；制定畜禽规模化养殖中重要寄生虫病的合理用药规范

3-5 套。【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3-4

项。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8 畜禽重要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源头防控与阻断技术研

究 

   
 

9



研究内容：针对包虫、旋毛虫、囊虫、血吸虫等重要人

兽共患寄生虫，发掘、鉴定适宜于活体早期诊断的标识分子；

研制适宜养殖现场活体早期诊断的快速检测技术和方法并

开发新型高通量检测技术及其配套试剂与设备；研制安全高

效的抗寄生虫病疫苗与生物治疗制剂；研究临床合理用药新

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鉴定畜禽重要人兽共患寄生

虫诊断标识 15 个以上；研发活体动物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早

期快速诊断与阻断技术 12 种以上；研制新型高通量检测技

术及配套试剂与设备 2 种以上；开发新型疫苗、生物治疗制

剂 4-5 种，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2 项；申请专利 12-15 件。

【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制定标准 3-4 项；

建立畜禽规模化养殖中重要人兽共患寄生虫病源头防控与

阻断技术体系。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9 新型动物药剂创制与产业化 

研究内容：研发新型兽用原料药及制剂；研制新型兽用

抗菌药、复合制剂及复方制剂；开发兽用药物新剂型；研发

动物药剂生产关键新技术；研究兽药安全评价新技术、新方

法；开发合理用药新技术。 

考核目标：【约束性指标】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兽

用原料药及制剂 3-4 种；兽药复合、复方新制剂 4-5 种；兽

药新剂型 5-8种；获得新兽药证书 4-5项；申请发明专利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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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制定标准 5-6 项。【预期性指标】制定合理用药规程 3-5

个；建立兽用原料药、新制剂研发基地 2-3 个；建立新兽药

药效及安全评价平台 1-2 个；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0 中兽医药现代化与绿色养殖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严重危害畜禽生产的细菌性、病毒性疾

病，开展基于中兽医药理论的温病、六经及脏腑辩证研究，

建立基于组学等现代生物技术的中兽药辩证分型新技术和

新方法；开展中兽药效应物质识别获取及药效提升关键技术

研究；开展防治畜禽呼吸、消化、免疫系统疫病的现代中兽

药产品创制；开展基于中兽药的绿色养殖技术集成与应用，

大幅度减少化药、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制定畜禽主要疾病的中兽医

病证辨证分型技术规程 8 项以上；创新中兽药生产关键技术

8-10 项，研发畜禽中兽药新产品 8-10 个；获得新兽药证书

6-7 个；申请专利 12-15 件；在不同区域建立猪、家禽中兽医

药绿色养殖技术示范基地 15-20 个，降低发病率 5%-8%，减

少饲用抗生素使用 80%以上。【预期性指标】制定畜禽中兽

医药绿色饲养和疾病防控技术规范 3-5 套；培训中兽医技术

人员 500-1000 人；发表研究论文 25-30 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1 畜禽疫病防控专用实验动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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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针对畜禽疫病防控科学研究对专用实验动物

的特殊需求，研发 SPF 级猪、SPF 级犬等专用实验动物培育、

繁殖与人工饲喂、以及鉴定新技术；制定 SPF 级猪、SPF 级

犬专用实验动物标准体系（质量标准、技术标准和评价标

准）；研发 SPF 级猪、SPF 级犬规模化生产关键技术与特定

病原检测技术；建立 SPF 级猪、SPF 级犬核心种子群。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 SPF 级猪、SPF 级犬的

生产、饲养等相关技术体系；建立 SPF 级猪、SPF 级犬的鉴

定技术和标准体系；培育 2-3 个 SPF 级猪、SPF 级犬核心种

子群并实现批量生产；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 1-2 项；申请国

家发明专利 12-15 件。【预期性指标】建立畜禽疫病防控研究

中所需专用实验动物开发与培育研究平台与技术体系；发表

研究论文 15-20 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2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重要疫病防控与驯养繁殖技术

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大熊猫与虎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研究

重要疫病病原流行病学、病原快速分离与溯源技术；研发重

要疫病诊断与检测新技术；开展专用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

研发大熊猫等健康饲养与高效繁殖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圈

养大熊猫遗传多样性与放归培训辅助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构建大熊猫重要疫病的病原

谱系和大熊猫遗传谱系；建立大熊猫群体生态健康指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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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辅助技术和放归操作规范；研发大熊猫重要疫病快速诊断

技术 4-5 种；构建大熊猫与虎用药和疫苗研究平台；研发疫

病防控新产品 3-4 项；研发高效繁殖与饲养新产品 2-3 种；

建立综合技术示范基地 2-3 个；申请发明专利 10-12 件。【预

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文 15-20 篇；制（修）订标准 8-10 项。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3 边境地区外来动物疫病阻断及防控体系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边境地区动物及媒介生物，开展外来动

物疫病监测溯源技术研究；研发阻断、防控边境地区重要外

来动物疫病入侵的储备技术与产品；研究重要外来动物疫病

传播扩散及后果评估模型；研究边境地区外来动物疫病防范

能力评估技术；制定适合国情的外来动物疫病应急预案。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发外来动物疫病监测、溯

源新技术 8 项以上；建立外来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模型 3 种以

上；制定 3 种以上重要外来动物疫病的应急预案；建立边境

地区外来动物疫病防范能力评估体系；制定技术标准、规范

10-12 项。【预期性指标】发表研究论文 15-20 篇，申请自主

知识产权成果 8-10 项。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4 畜禽繁殖调控新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畜禽养殖业繁殖率低、种用年限短

的问题，开展猪、牛、羊等动物的同期排卵定时输精等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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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技术研发，建立简便高效的后备母猪激素药物调控程序

以及妊娠诊断与分娩控制技术，全面提高母畜的繁殖效率；

开发新型繁殖调控药物制剂，提升已有调控药物药效，并进

行剂型配伍优化。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 3-4 项同期排卵定时输精

技术；建立妊娠诊断与分娩控制技术 3-5 项；开发新型繁殖

调控药物制剂 2-3 个，获得新兽药证书 2-3 个，已有药物的

药效提高 5%-8%；申请专利 8-10 件。【预期性指标】发表研

究论文 15-20 篇。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5 畜禽现代化饲养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畜禽养殖技术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现

状，研发畜禽标准化、规范化新型生产工艺；研发种畜禽重

要经济性状精准测定和精细化饲养管理技术；研发畜禽节

水、节料、节能等节本增效电子饲喂新技术；研发畜禽福利

饲养参数和智能化饲养管理技术与操作规范；研发基于互联

网的现代高效饲养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发生猪、家禽、牛、羊等

不同畜禽的新型生产工艺 8 种以上；研发畜禽重要经济性状

精准测定技术 3 种以上；研发不同生产阶段畜禽节水、节料、

节能，环境控制等电子饲喂技术与系统 8-10 个；形成畜禽智

能化、福利化、精细化饲养管理技术与操作规范 5 套以上；

开发用于畜禽健康生理、舍内环境监测的应用程序（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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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个，申请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12-15 件。【预期性指标】发

表研究论文 15-20 篇；制定标准 3-5 项。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6 优质饲草供给及草畜种养循环关键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青贮发酵、高水

分青贮、抑制梭菌发酵、低温发酵、提高有氧稳定性等关键

技术和生物青贮添加剂等产品；研究苜蓿、天然牧草等干草

低损耗高品质规模化生产、高水分调制等关键技术和干草防

霉剂等产品；创制苜蓿、燕麦等成型发酵 TMR 产品及多元

化全价草产品；研究饲草木质纤维素高效降解技术；研究单

胃动物和反刍动物饲草型日粮配置与高效转化技术；研究粮

草耦合改土增粮增草配套关键技术；研究林草畜禽生态种养

循环模式；研究规模化人工草地种养结合循环模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发优质饲草产品加工与提

质增效技术 10-12 项；开发多元化草产品 5-6 种，加工工艺

技术 5-6 项；建立种养结合循环养殖模式 3-5 套；制定优质

饲草评定标准或规程 3-5 项；在北方和南方分别建立规模化

饲草种植收获加工连片示范基地 5 万亩以上。【预期性指标】

发表研究论文 20-25 篇；申请专利 10-12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2.17 畜禽群发普通病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集约化养殖条件下，家畜围产期疾病、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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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病、腹泻、呼吸系统疾病等群发普通病，研发疾病诊断、

防控（治）技术与产品；研究畜禽钙、磷代谢紊乱等普通病

的诊断、防控（治）技术与产品；研发畜禽主要群发普通病

早期预警技术体系。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绘制畜禽主要普通病的区域

谱；建立畜禽主要普通病快速诊断方法 10 种以上；研发防

治畜禽群发普通病的功能性制剂产品 8 种以上；制定标准 3-5

个；申报专利 10-15 件。【预期性指标】建立 3-5 个畜禽主要

群发普通病预警技术，发表研究论文 20-30 篇。 

支持年限：2017-2020 

资助项目数：1-2 项 

2.18 烈性外来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研发 

研究内容：以非洲猪瘟、蓝舌病等烈性外来动物疫病为

重点，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研究病原重要蛋白的结构与功能、

病原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机制；发掘诊断标识和疫苗候选抗

原；引进畜禽疫病防控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建立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联合研发检测技术、疫苗及治疗性生物制剂

等防控技术与产品。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解析重要调控蛋白质的结构

与功能 2-3 个；阐明 2-3 种病毒核酸、蛋白质与宿主互作机

制及其调控网络机制；鉴定诊断标识和疫苗候选抗原 5-6 个；

研制预防用疫苗和治疗性生物制剂 1-2 种。【预期指标】发表

研究论文 20-25 篇；申请专利 8-10 件。 

支持年限：20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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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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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报 要 求 

 

1. 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6 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不超

过 5 家（含承担单位）。 

2. 集成示范类项目要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联

合。 

3. 对于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方财

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

不低于 1:1，并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4. 项目所有参加单位需提供盖章的承诺函，以此作为申

报书的附件。 

5. 如有涉及高致病性病原研究的项目，应按照国家高致

病性病原管理要求，提供相应的批准文件。 

6. 如有涉及实验动物使用的项目，应按照国家实验动物

管理有关要求，提供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 

重点专项2017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陈焕春 华中农业大学 教  授 

2 沈建忠 中国农业大学 教  授 

3 侯水生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4 李铁军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研究员 

5 周继勇 浙江大学 教  授 

6 刁其玉 中国农科院饲料所 研究员 

7 林祥梅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8 王笑梅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 

9 朱鸿飞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 

10 朱  明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员 

11 刘忠宽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 研究员 

12 孙  皓 北京华都峪口禽业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员 

 

 

 



 

“畜禽重大疫病防控与高效安全养殖综合技术研发” 

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

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

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

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全

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

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

的有效证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含

任务或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含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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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

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

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

或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

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

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

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6个，每个课题参与单位

不超过 5家（含承担单位）。 

（2）集成示范类项目要求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

联合。 

（3）对于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其他经费（包括地

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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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不低于 1:1，并须出具有效的经费来源证明。 

（4）项目所有参加单位需提供盖章的承诺函，以此作

为申报书的附件。 

（5）如有涉及高致病性病原研究的项目，应按照国家

高致病性病原管理要求，提供相应的批准文件。 

（6）如有涉及实验动物使用的项目，应按照国家实验

动物管理有关要求，提供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孙康泰  马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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