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文件 

 

鲁科字〔2019〕24 号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征集《山东科技年鉴（2019）》 

资料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各高新区，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撰稿单位： 

《山东科技年鉴》是由山东省科技厅主办、山东省科技情报

研究院承办的地方专业年鉴，全面反映全省科技发展情况。创刊

以来，在各供稿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各撰稿人员、编纂人员共同努

力下，已成为展示全省科技事业发展成就的窗口和名片。 

科技年鉴编纂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要求，紧

紧围绕全省科技中心工作，全面客观地记载全省各地区、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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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科技领域的重大活动和重要事项，以及科技成就和创新发

展情况。 

为做好《山东科技年鉴（2019）》的编纂工作，现发布组稿

方案（内容详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各有关部门（单位）大力支持并积极配合，明确撰稿

人员，根据组稿方案，按时完成组稿任务，要求事实清楚、表述

准确，数据翔实、语言简洁、行文规范。 

2．文稿内容要突出 2018 年度全省科技工作重点，力求全面

反映科技工作的基本情况，对重大科技进展可同时提供高质量的

图片（图片文件不小于 1M）。 

3．各有关部门（单位）务必填好文稿审核表，经主管领导

审核、保密审查并签字盖章后，寄送至编辑部。文字稿件请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发送至编辑部邮箱。 

 

《山东科技年鉴》编辑部 

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607 号山东科技大厦 706/707 室 

邮编：250101 

联系人：丁  娜  杜启明  李瑞兰 

电话：0531-66777355/7335/7363 

邮箱：kejinianjian_sd@126.com 

kjnjd@qq.com 

lrlxfy@vip.qq.com 

mailto:lrlxfy@vip.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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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年鉴栏目设置与供稿单位分工 

2．行文规范 

3．《山东科技年鉴（2019）》文稿审核表 

4．年鉴栏目供稿科技厅内部分工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2019 年 3 月 2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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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年鉴栏目设置与供稿单位分工 

第一部分   科技图片集锦 

1．重要科技活动、会议         

省科技厅供稿 

2．平台建设（新增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相关单位（部门）供稿 

3．重大科技成果 

省科技厅、相关单位（部门）供稿 

第二部分   特  载 

1．2018 年重要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2．2018 年山东省科技工作综述 

省科技厅供稿 

第三部分   科技管理 

1．高新技术及其产业 

（1）概述 

（2）高新科学技术 

（3）高新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4）科技型企业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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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6）军民科技融合 

（7）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包括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国家及省级高新区建设等  

（8）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情况 

省科技厅供稿 

2．农村科技工作 

（1）概述 

（2）农业科学技术 

（3）农业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4）农业领域省级科技计划：农业良种工程、“渤海粮仓”

科技示范工程等 

（5）农业科技园区体系建设：包括黄河三角洲农高示范区建

设等 

（6）科技特派员工作 

（7）科技扶贫 

（8）科技对口支援 

（9）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情况 

省科技厅供稿 

3．社会发展科技工作 

（1）概述 

（2）社会发展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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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发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4）人口与健康工作 

（5）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科技工作 

（6）公共安全科技工作 

（7）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8）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 

（9）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情况 

省科技厅供稿 

4．海洋科技工作 

（1）概述 

（2）海洋科学技术 

（3）海洋领域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包括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建设等 

（4）海洋科技成果及转化 

（5）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情况 

省科技厅供稿 

5．科技创新资源与能力 

（1）科技计划及投入 

（2）基础科学研究 

（3）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 

（4）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 

（5）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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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技金融 

6．科技合作与交流 

（1）国（境）内科技合作与交流 

（2）国（境）外科技合作与交流 

（3）科技合作平台建设 

（4）实施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情况 

省科技厅供稿 

7．知识产权工作 

（1）专利申请和授权 

（2）知识产权战略 

（3）知识产权保护 

（4）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5）知识产权宣传与培训 

（6）知识产权运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供稿 

8．科技人才工作 

（1）概述 

（2）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3）科技人才激励政策 

（4）科技副职选派工作 

（5）科技人才平台建设：院士工作站等 

（6）全省科技系统职称评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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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供稿 

（7）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智力

引进、职称制度改革等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供稿 

9．政策法规与环境建设 

（1）科技政策和法规 

（2）科技体制改革：包括“放管服”改革等 

（3）创新体系建设：包括创新型省份建设 

（4）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5）科技系统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省科技厅供稿 

10．科学技术普及 

（1）科协工作：科普工作、科技服务、学术交流、人才与建

家、自身建设等 

省科协供稿 

（2）科技活动周、科技下乡活动等 

省科技厅供稿 

（注：各单位可根据本行业的科技工作特点另列条目。） 

第四部分   行业科技进步 

1．农业科技               省农业农村厅供稿 

2．林业科技               省自然资源厅（林业局）供稿 



 

 — 9 — 

3．畜牧科技               省畜牧兽医局供稿 

4．渔业科技               省海洋局供稿 

5．水利科技               省水利厅供稿 

6．黄河科技               山东黄河河务局供稿 

7．工业科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供稿 

8．煤炭科技               省煤炭学会 

9．电力科技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供稿 

10．冶金科技              省冶金工业总公司供稿 

11．卫生和计生科技        省卫生健康委供稿 

12．中医药科技            省中医药管理局供稿 

13．医药科技              省医药行业协会供稿 

14．油田科技              胜利石油管理局供稿 

15．汽车工业科技          省汽车行业协会供稿 

16．电子信息科技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供稿 

17．交通科技              省交通运输厅供稿 

18．广播电视科技          省广播电视局供稿 

19．质量监督科技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食品药品监督科技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1．粮食科技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2．邮政科技              省邮政公司供稿 

23．建设科技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供稿 

24．测绘科技              省自然资源厅供稿 



 

 — 10 — 

25．环保科技              省生态环境厅供稿 

26．安全生产科技          省应急管理厅供稿 

27．气象科技              省气象局供稿 

28．防震减灾科技          省地震局供稿 

（注：各单位可根据本行业的科技工作特点另列条目。） 

供稿参考内容：概述、重大科技进展、重要科技成果、行业

科技政策、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创新型企业建设、节能减排科

技工作、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推广与转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 

第五部分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发展 

（1）概述 

（2）科技计划项目与经费 

（3）科技成果与奖励 

（4）知识产权管理 

（5）科技合作与交流 

（6）科技改革与管理 

（7）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8）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 

（9）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构建 

（10）创新型（试点）企业培育 

（11）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12）重大项目进展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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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技人才管理（含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培育和引进） 

（注：各单位可根据各自科技工作特点另列条目。）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

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即墨、文

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分别供稿。 

第六部分  高校科技发展 

1．高校科技综述 

省教育厅供稿 

2．重点学科建设 

省教育厅供稿 

3．重点实验室建设 

省教育厅供稿 

4．有关高校科技发展 

（1）概述 

（2）科技项目与经费 

（3）科技成果（含重点成果选介） 

（4）基础研究 

（5）应用研究与高技术研究 

（6）一流学科建设 

（7）科技成果转化 

（8）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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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科建设 

（10）大学科技园建设 

（11）科技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12）科技合作与交流 

（注：各单位可根据各自科技工作特点另列条目。）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哈尔滨

工业大学（威海）等高校分别供稿。 

第七部分  科研院所科技发展 

（1）概述 

（2）科研重点与计划 

（3）科研成果（含重点成果选介） 

（4）基础研究 

（5）应用研究与高技术研究 

（6）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7）科研管理与体制改革 

（8）科研平台建设 

（9）科技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10）科技咨询与服务 

（11）科技合作与交流 

（注：各单位可根据各自科技工作特点另列条目。） 

国务院有关部门驻鲁科研机构、省科学院、省医科院、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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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及其他省属科研院所供稿。 

第八部分  区域科技发展 

（1）概述 

（2）高新技术及其产业 

（3）科技计划 

（4）科技创新资源与能力建设：创新平台建设、创新服务体

系建设等 

（5）农业与社会发展 

（6）科技成果与奖励 

（7）知识产权 

（8）政策法规与环境建设 

（9）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10）科技合作与交流 

（11）科普工作 

（12）海洋科技 

（注：各单位可根据各自科技工作特点另列条目。） 

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

威海、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 16 市科技局分别

供稿。济南市一并提供原莱芜市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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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科技成果和奖励 

1．科技成果：包括概述、科技成果管理、科技成果项目推广、

科技成果登记与奖励等   

省科技厅供稿 

2．山东省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1）概述 

（2）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3）国家自然科学奖 

（4）国家技术发明奖 

（5）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6）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省科技厅供稿 

3．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 

（1）概述 

（2）山东省自然科学奖 

（3）山东省技术发明奖 

（4）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5）山东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注：国家奖附项目简介；省级一等奖附项目简介。） 

省科技厅供稿 

4．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和个人 

省科技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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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科技统计 

全省科技统计资料  

省科技厅供稿 

第十一部分  科技大事记 

2018 年度山东省科技大事记 

省科技厅供稿 

第十二部分  附  录 

1．科技机构领导名录 

省科技厅、各市科技局供稿 

2．2018 年省委、省政府出台的重要科技政策和法规 

省科技厅供稿 

3．2018 年度山东省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2018 年度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名单 

2018 年获得省政府表彰的外国专家名单 

2018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名单 

2018 年新增驻鲁两院院士及个人简介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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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行文规范 

《山东科技年鉴》在行文方面，总的要求是严格按照现代汉

语行文规范标准，遵循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使用规范的现

代语体文记述，用词概念准确，行文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一、文字 

行文用字以 1992 年 7 月 7 日新闻出版署、国家语委联合发布

的《关于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中规定的《简化字总表》和

2013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并认真

执行 2002 年 3 月 31 日试行的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持制定的《第

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和《GB13000.1 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 

二、称谓 

（一）名称要恰当明确，不能含混不清。 

（二）各种名称要用全称，如名称过长且重复出现，第一次

用全称，之后可用简称，须加括号注明（以下简称×××），简

称必须是约定俗称、社会认可的。 

（三）行文一律用第三人称，不用“我省”“我市”等称谓，

可使用“全省”“全县”“省××厅”等称谓。 

（四）人物称谓一般直书其名，必须时可在名前冠以职务，

名后缀以称谓，一般不加“同志”“先生”“女士”等。 

三、数字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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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11年 7月 29日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正确使

用数字。 

四、标点符号用法 

按 2011年 12月 30日国家质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2016 年 6 月 1 日实施的《标点符号用法》规定，正确使用

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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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科技年鉴（2019）》文稿审核表 

文稿名称  

撰稿单位  

撰稿人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 详细地址 邮编 电话 

1       

2       

3       

4       

5       

审 

 

核 

 

意 

 

见 

 

撰稿单位负责人意见（包括内容和保密审查）： 

 

加盖单位公章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此审核表应随同文稿一并送至《山东科技年鉴》编辑部。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