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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 

              

                   博管办[2013]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国务

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各有关博

士后设站单位： 

为加强博士后创新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博士后国际化水平，更好实施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人社部函[2012]310 号），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研究制定了《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细则》。现印发给

你们，请按照该细则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的管理和服务

工作。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2013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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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实施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加大博士后培养力度，根据《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的通

知》（人社部函[2012]310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设立引进项目、派出项目和学术交流项目。 

第三条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负责研究制定“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及实

施细则、组织专家评审、下发资助计划、拨付资助经费、评估实施情况；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负责协助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承担具体实施工作；博士

后设站单位负责资助人员的推荐遴选、签订协议、日常管理、经费转拨及违约

处理等事项。 

 

第二章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 

 

第四条 引进项目目标 

资助一批外籍（境外）和留学博士来华（回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项

目实施初期，在“985”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

站单位、综合评估为优秀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试行，根据试行情况在

“211”高校等逐步展开。 

第五条 引进项目人员基本条件 

1.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2.近三年在国外（境外）世界排名前 100名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 

3.在读博士期间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 

4.非英语国家的人员应具有良好的中文（或英文）听、说、读、写能力。 

5.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第六条 引进项目人员遴选程序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每年年初下发资助计划，有关单位根据资助计

划，按照基本条件自主选拔产生资助人选，每年年底前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

公室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备案。 

第七条 引进项目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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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进人员由引进单位按照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管理，执行《博士后管理工

作规定》（国人部发[2006]149号）。 

2.交流时间为两年。引进人员应保证在华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少于 20 个

月。 

3.引进人员延长研究时间，须由引进单位审核同意。 

4.引进单位须与引进人员签订协议，对研究内容、期限、考核、待遇、成果

归属、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 

5.引进单位承担引进人员的日常管理、国家资助经费转拨、违约处理等工

作。 

6.引进单位应参照《外籍及港澳台来华人士综合医疗保险》协助外籍（境外）

引进人员办理在华期间的保险。 

第八条 引进项目资助经费 

1.引进人员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30 万元人民币。其中，国家资助每人每年

20 万元人民币，引进单位资助每人每年 10 万元人民币，包括在华的生活开支、

住房补助、医疗保险及一次来华往返国际旅费等。引进单位应按月拨付引进人

员资助经费。 

2.引进人员博士后研究工作延长期间的费用参照上款标准，由引进单位承

担。 

3.引进人员如有配偶和子女陪伴，其安置费及相关费用自行解决。 

第九条 引进项目人员违约处理 

1.引进人员如有《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国人部发[2006]149 号）第三十三

条所列情形或严重违反与引进单位签订的协议，按退站处理。 

2.引进人员退站，须返还资助经费剩余部分，并按照与引进单位签订的协议

交纳违约金。 

 

第三章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 

 

第十条 派出项目目标 

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含拟进站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到国外（境

外）优秀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合作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第十一条 派出项目申报条件 

1.年龄一般不超过 35周岁。 

2.在所从事的学科领域内具备一定的学术成绩，表现出较强的科研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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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良好的英语（或接收国语言）听、说、读、写能力。 

4.自主联系国外（境外）高校、科研机构或知名企业，并获得正式邀请。国

外（境外）拟接收单位一般应为世界排名前 100 名的高校、国际知名研究机构

或企业。国外（境外）机构正式邀请信应使用邀请机构专用信纸打印，由外方

合作导师或邀请机构签发，并明确如下内容：基本信息，包括被邀请人姓名及

国内单位等；科研工作起止时间；科研工作专业、课题或研究方向；同意支付

第二年资助经费；外方合作导师签字（含电子签名）与联系方式。 

5.专业领域。优先考虑《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的重点领域及其优

先主题、重大专项、前沿技术领域及符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

要求的重点项目。 

6.此前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第十二条 派出项目人员遴选程序 

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推荐、专家评审、择优资助”的原则，由全国博士后管

委会办公室统一组织选拔，每年一次，具体程序如下： 

1.组织申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每年年初印发项目申报通知，组织申

报。 

2.个人申请。符合条件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通过所在设站

单位进行申报。工作站联合招收人员通过所在工作站进行申报。在职博士后研

究人员（含定向委培博士毕业生）须征得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 

3.单位推荐。派出单位按照当年度申报通知的要求，初审申报人员资格及申

请材料、填报推荐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系统除外）的设站单位

报送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福建省的设站单位报送福建省公务员

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汇总后报送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科技文职干部局、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

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等有关部门汇总、审核相关设站单位的申请材

料，报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北京地区的中央所属单位直接报送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 

4.择优资助。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每年 6 月份左右组织专家评审，并根

据评审结果，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确定资助人选。 

第十三条 派出项目人员管理 

1.派出人员由派出单位按照《博士后工作管理规定》（国人部发[2006]149

号）和国家公派出国人员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5 
 

2.交流期限为两年。 

3.派出人员须在资助通知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赴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否

则视为自动放弃。 

4.派出单位须与派出人员签订协议，对研究内容、期限、考核、待遇、成果

归属、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定。 

5. 派出单位承担派出人员的国家资助经费转拨、保证金的收缴与返还、违

约处理等日常管理工作。 

6.派出单位负责在派出人员赴外前及结束研究工作时为其办理博士后进出站

手续，并为博士后研究人员（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除外）保管在外研究期间的

户口和人事档案。  

7.派出单位应对派出人员进行出国前培训，要求派出人员自觉维护祖国荣

誉，遵守我国和在外国家（地区）的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8.派出单位负责协助派出人员办理出国手续，对派出人员在外开展博士后工

作进行跟踪管理，并督促其按期回国。派出人员未按与派出单位签订的协议规

定期限回国，逾期 3个月以上，按退站处理，并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备案。 

9.派出人员可持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出具的《“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资

助证明》（附件 1）办理相关赴外手续。 

10．派出人员应及时向在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所在地所属使领馆报到。在

国外（境外）期间应与所属使领馆和派出单位保持经常联系。派出人员结束在

外博士后研究工作应向所属使领馆申办《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11.派出人员如因项目需要延长研究时间，须持国外（境外）合作导师同意

延长研究时间的证明，报派出单位同意，并由派出单位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会或分级管理省市备案。延期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一年，延期期间经费自行解

决。 

12.派出人员如需变更国外（境外）接收机构，应及时通知派出单位，由派

出单位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未经批准随意变更国外（境外）接收

机构的行为，视为违约。 

13.派出人员在外研究期间的科研成果应作为国内工作单位专业技术职务聘

任的依据。 

14.派出人员结束研究工作须填写《“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结题

表》（附件 2），由国外（境外）接收机构合作导师出具书面评价意见，并于办

理出站手续时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或分级管理省市备案。派出人员期满回

国后，派出单位应组织派出人员进行在国外（境外）的科研情况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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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派出人员在外工作时间两年累计应不少于 20个月。 

派出人员如因病不能继续在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需回国治疗，应征得

国外（境外）接收机构合作导师的同意，与其协商康复后是否继续未完成的科

研工作。派出单位凭国外（境外）接收机构合作导师的书面同意意见和国内医

疗机构诊断证明，可根据治疗时间适当延长博士后研究工作时间。回国治疗期

间按病假待遇发放资助经费。在国内累计治疗时间达到六个月以上者，如仍不

能继续在外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按退站处理，并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备

案。 

16.派出人员严重违反与派出单位签订的协议，按退站处理，并报中国博士

后科学基金会备案。 

第十四条 派出项目资助经费 

1.国家资助派出人员第一年每人3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在外期间的生活开

支、住房补助、在外的医疗保险、往返国际旅费等。派出单位分期向获资助人

员转拨。第二年的资助经费由国外（境外）接收机构或合作导师承担，第二年

及延长期的资助标准参照第一年的标准商定。 

2.派出人员如有配偶和子女陪伴，其安置费及相关费用自行解决。 

第十五条 派出项目人员违约处理 

1.派出人员实行“协议派出，违约追偿”的管理办法。 

2.派出人员赴外前须与派出单位签订协议，并向派出单位交纳保证金。 

3.派出人员退站，须返还资助经费剩余部分，并按照与派出单位签订的协议

交纳违约金。 

 

第四章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学术交流项目 

 

第十六条 学术交流项目目标 

资助优秀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赴国外（境外）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第十七条 学术交流项目人员的申报条件 

1.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须经推荐单位和合作导师同意）。 

2.具有良好的英语（或参加学术交流会议所需语言）听、说、读、写能

力。 

3.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需为本领域内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和一定规

模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召集方为专业的行业协会，或者由国际著名的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发起的多边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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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已经向拟参加的国际会议投稿、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或以其博士后合作

导师为第一作者，博士后本人为第二作者），并已经收到会议的正式书面录用

通知将在会议上宣读论文。 

5.在从事本站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未获得过此项资助。 

第十八条 学术交流项目遴选程序 

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推荐、择优资助”的原则，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统一组织选拔，每年两次，具体程序如下。 

1.组织申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每年年初印发申报通知，组织申报。 

2.个人申请，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经合作导师同意，通过所在设站

单位进行申报。推荐单位按照当年度申报通知的要求，初审申报人员资格及申

请材料、填报推荐意见，并于每年 3 月底前、6 月底前分批报送至全国博士后管

委会办公室。 

3.择优资助。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每年 4 月底前、7 月底前择优确定资

助人选，下发批复通知。 

第十九条 学术交流项目人员管理 

学术交流项目获资助人员赴国外（境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参照推荐单

位相关情况管理。 

第二十条 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经费 

1.每个学术交流活动资助 3万元，含交通费、食宿费、会议费等。 

2.推荐单位根据获资助人员提供的国际旅费和在外实际发生的与学术交流活

动有关费用的票据，为其办理报销手续。如资助经费有节余，可作为获资助人

员其他学术活动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 如获资助人员因故未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须由推荐单位报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备案，资助经费可由推荐单位用于支付下期获得此项资

助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相关费用。 

 

第五章 成果管理 

 

第二十二条 获得“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资助的人员在发表与获得资助有关

的论文、科研成果、专利等，须注明“本研究（成果、论文）由‘博士后国际交流

计划’资助”。 

 

第六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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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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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资助证明 

编号           

 

 

      博士：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批准您为      年度“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

目获资助人员（批准文号        ），资助您赴            从事博士后研

究，研究工作期限 2 年，资助金额 300,000.00 元人民币，作为第一年的资助经

费。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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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of Financial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Postdoctoral Exchange Fellowship Program 

No.          

Date                

 

Dear Dr. ________      

  You are awarded a scholarship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Postdoctoral Exchange 

Fellowship Program ______ by the Office of China Postdoctoral Council (The 

approval document number: 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your postdoctoral research 

i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he total amount of your financial support i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RMB (￥300,000.00) for the first year of a period 

of two(2) years research work.  

 

The Office of China Postdoctoral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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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结题表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ostdoctoral Exchange Fellowship Program 

 

 

“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获资助人员期满出站时，须填写《“博士后国

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结题表》，并提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或分级管理省

市备案。第一、二部分请博士后本人填写(中英文对照)，第三部分请外方单位合

作导师填写。 

 

 

一、基本信息 

Part I:  GENERAL  INFORMATION  

 

姓名Name of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电子邮件 E-mail：                              电话 Phone: 

 

项目名称 Project Title: 

 

合作导师姓名 Name of the Supervisor: 

 

外方单位 The Host Institute for the Fellowship: 

 

研究时间 Period: Start Date   End Date 

 

 

二、研究情况 

Part II:  RESEARCH  (Please follow the items below and use Times New Roman, 

12 font size)  
 

II (a). 研究的目的和目标。Research aims and objectives (limited to 200 words): 

 

II (b). 重大的发现和研究成果。Significant survey findings (limited to two text pages 

and one extra page for figures and tables): 

 

II (c).  研究项目未来发展的空间及建议。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limited to 20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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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d). 研究成果（发表的论文，会议报告，专利等。请提供详细出版日期和摘

要）。 

Research achievements (Please list the fellow’s accomplishments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including published, accepted and submitted papers,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patents and other achievements with date and abstracts)： 

1.  

2.    1.论文Publication: 

 

 

 

 

 

 

 

3.    2.会议报告Conference Presentation: 

 

 

 

 

 

 

 

4.    3.专利Patents: 

 

 

 

 

 

 

5.    4.其他Others: 

 

 

 

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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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合作导师意见 

Part III:  COMMENTS FROM THE SUPERVISOR (Please follow the items 

below and use Times New Roman, 12 font size) 

  

III (a)   博士后期间的表现。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during the 

2-year training: 

 

 

III (b)   博士后结题报告。The final report submitted by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III (c)  博士后的研究水平及成果。The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standing of the 

postdoctoral fellow: 

 

 

 

 

签字：                                          日期：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派出项目获资助人员在办理博士后出站手续时，

此表可替代《博士后究人员工作期满业务考核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