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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关于做好 2023年度全院 

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及报送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 

为深入实施全员能力提升计划，保障全院继续教育与培训工

作有序开展，根据工作安排，现将做好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

训计划及报送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度计划制定 

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

十大精神学习作为教育培训的必修课，纳入年度各类培训项目，

同时组织专题培训，列入年度计划。要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全院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国科学院“十四五”人才

高地建设发展规划》《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新时期加强人才

工作的若干举措》要求，紧密围绕 2023 年度重点任务，结合本

单位、本部门的队伍发展需求，研究制定本单位、本部门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 

要按照“覆盖全员、突出重点”的原则，围绕打造高素质专

业化干部队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目标，重



点加强干部政治素养、履职能力的提升，持续加大高层次、急需

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要坚持统筹兼顾、坚持精打细

算，严格按照中央和我院财政预算要求，在培训项目总体数量上

适当精简，在培训经费上厉行节约，使培训目标更加聚焦重点培

训对象和培训领域，使有限的经费发挥更大效能。 

二、年度计划申报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在本单位、本部门履行相

关审批程序后，向院进行申报。同时，对于具有学科特色或具有

推广示范效应的培训项目，按照《中国科学院 2023 年度继续教

育与培训院级资助项目申报指南》（见附件）相关要求，可申请

院级项目资助。经遴选后，院将对申报项目给予经费资助或专项

技术支持。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2022 年度院级资助项目未实

施或培训经费执行率低于 50%的单位，原则上不予资助。 

（一）专业技术类培训项目资助申报 

主要支持研究所组织的专业技术类培训项目。其中，研究所

列入年度培训计划的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或学

术讲坛等，可申报“院级培育项目”；研究所曾举办过的“精品

培训项目”或获得过院级资助的“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

短期培训班”等，2023 年度继续举办的，可申报“精品培训项

目”；研究所曾举办过的“精品培训项目”或“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高级研修项目”，2023 年度继续举办的，可申报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原则上每个研究所申报 1 个院级资助项



目。 

（二）管理类培训项目资助申报 

主要支持院机关各部门、各分院组织的管理类培训项目。院

机关各部门根据部门职责及工作需要，举办的面向全院的管理类

培训，可申报院级项目资助。分院结合本地区实际及工作需要，

举办的面向分院系统的管理类培训，可申报院级项目资助。 

三、申报方式及时间 

各单位、各部门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须通过“中

国科学院继续教育网”（www.casmooc.cn）进行线上申报。填报

前，请仔细阅读《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网培训计划上报流程》（详

见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网）。 

请各单位、各部门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前完成计划报送工

作，并将导出的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列表，加盖单位公章后，

报送院人事局。 

 

联 系 人：继续教育与干部监督处  刘杨 

联系电话：010－68597406 

传    真：010－68597473 

电子邮件：jypxc@cashq.ac.cn 

 

中国科学院继续教育网站技术支持 

联 系 人：张奇、史豪 



电    话：010－58813704、58813713 

手    机：15600581456、13521924832 

 

附件：中国科学院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院级资助项目

申报指南 

 

 

 

中国科学院人事局 

2022 年 10 月 27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附件 

中国科学院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 

院级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为加强对各单位申报院级资助项目指导的科学性、规范

性和针对性，人事局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中国科学院 2023

年度继续教育与培训院级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由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专业技术类培训项目，按照全院四

级培训项目体系进行管理，即：所级培训项目（基础体系）、

院级培育项目（培育体系）、精品培训项目（示范体系）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推广体系）。其中，各

单位制定并报送院的 2023 年度培训计划，纳入所级培训项

目进行管理；院级培育项目、精品培训项目和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纳入院级资助项目进行管理，各单位根

据实际工作需求，须在年度培训计划报送工作中进行定向申

报。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一、 关于“院级培育项目”申报 

院级培育项目是以所级培训项目为基础，研究所年度培

训计划中的“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学术

讲坛”均可申报院级项目资助。 

（一）专业技术研修班 

1．申报要求 

为加强科研人员队伍建设，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

为广大科研人员了解科学前沿新知识、新技术提供学术交流



平台，不断更新知识，2023 年院将继续择优资助研究所举办

专业技术研修班。专业技术研修班时间不少于 3 天，参加人

员为科研人员，采取主题报告、专题研讨、学术交流、现场

教学等多种方式进行研修，培训内容以更新专业知识、拓展

知识领域、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主。 

2．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2023 年，以院级培训经费资助的方式，计划遴选 10 个

左右专业技术研修班纳入院级培育项目计划。重点支持方向

见附表（下同）。 

3．申报方式 

各单位 2023 年度院级培训项目资助须通过“中国科学院

继续教育网”（www.casmooc.cn）进行线上申报，申报院经

费资助的“专业技术研修班”培训计划，需在 2023 年培训计划

申报系统中“是否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 

（二）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 

1．申报要求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使科技人员适应科

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掌握技术领域的新技能、新方法，开拓

视野，提高科学实验技能和实验仪器的使用效能，2023 年院

继续择优支持研究所举办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专项技术短

期培训班时间不少于 3 天，以科技人员为主要培训对象，通

过专项技术培训、专题讲座、技术观摩、实地考察和实践技

能交流等形式，加强实验技术教学指导，提升其素质能力。



鼓励各研究所联合施训，促进各类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实现

培训资源的共享。 

2．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2023 年，以院级培训经费资助的方式，计划遴选 10 个

左右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纳入院级培育项目计划。 

3．申报方式 

各单位 2023 年度院级培训项目资助须通过“中国科学院

继续教育网”进行线上申报，申报院经费资助的“专项技术短

期培训班”培训计划，需在 2023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否

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 

（三）学术讲坛 

1．申报要求 

为帮助科技人员跟踪国际科学前沿，加强与国际一流科

研机构的合作和交流，同时考虑到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2023 年院将继续鼓励研究所邀请国外一流科研机构或大学

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在线直播等形式面向国内人员举办学术

讲座或专题报告。单场讲座或报告学时不少于 2 学时，每年

围绕相关主题不定期举办系列讲座或报告不少于 6 场。 

2．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2023 年，拟遴选并以专项技术支持的方式，计划遴选

20 个左右学术讲坛纳入院级培育项目计划。人事局提供课程

拍摄制作、直播、开发线上培训专栏及推送服务，并在中国

科学院继续教育网形成“学术前沿论坛”专题课程。 

3．申报方式 



各单位 2023 年度院级培训项目资助须通过“中国科学院

继续教育网”进行线上申报，申报院专项技术支持的“学术讲

坛”培训计划，需在 2023 年培训计划申报系统中“是否申请专

项技术支持”一栏选择“是”。 

二、关于“精品培训项目”申报 

精品培训项目是以院级培育项目为基础，研究所曾举办

过的“精品培训项目”或获得过院级资助的“专业技术研修

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等，可申报院精品培训项目。 

（一）申报要求 

培训班至少已举办过 1 次；培训班时间不少于 4 天，面

向院内单位开放，参加学员不少于 70 人；培训内容有前瞻

性、实用性和针对性，能够围绕“率先行动”计划第二阶段战

略任务，注重面向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相关领域科

技人才的培养，在本领域内可广泛共享；课程设置合理，创

新培训方式方法；有相对稳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自编特

色培训教材；培训得到学员的广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力。 

（二）院级资助项目遴选原则 

2023 年，拟遴选并资助 10 个左右精品培训班。 

（三）申报方式 

申报院经费资助的培训计划需在 2023 年培训计划申报

系统中“是否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申报院级精品培训项

目的培训计划还需在“精品项目”一栏选择“是”，并在附件栏

内上传往年举办的培训项目师资名单、课程设置清单、培训



教材清单（不含 PPT）、需求调研分析报告、效果评估总结

以及宣传报道等相关材料。2022 年已获院资助并组织实施完

成的精品培训项目，如继续申请 2023 年院经费资助，可只

需提交培训方案及教学计划材料。 

三、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申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是以精品培训项目

为基础，研究所曾举办过的“精品培训项目”或“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可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

项目。 

（一）申报要求 

为加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工作，每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向全国征

集当年度新一批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项

目。入选项目需要按照高水平、小规模、重特色的要求组织

实施，每期高级研修项目研修时间需 5 天左右，培训人次需

100 人左右，参训学员结业时可获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

发的结业证书。 

（二）项目资助及遴选原则 

2023 年，面向研究所计划遴选 5 个左右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高级研修项目。各单位申报的高级研修项目由人事局统

一报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进行遴选，入选项目纳入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当年度高级研修项目计划管理，经费采取自筹

经费的方式予以保障。为支持我院单位积极申报此项目，院

将对入选自筹经费项目的单位给予最高 15 万/个的经费补助



支持。承办单位申报的高级研修项目按院精品培训项目进行

管理。2022 年选题范围见附表。 

（三）相关要求 

申报院资助的培训计划可同时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高级研修项目，且每个单位最多申报一项，一旦获批将不

得撤销，须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级研修项目要求组织实

施（相关要求详见 2023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入选

通知）。 

（四）申报方式 

申报院经费资助的培训计划需在 2023 年培训计划申报

系统中“是否申请资助”一栏选择“是”。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高级研修项目的培训计划需在“是否精品”一栏选择相应

项目类型，并选择“同时申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研项目”。 

 

附表：培训项目体系及院级资助重点支持方向 

  



附表 

培训项目体系及院级资助重点支持方向 

项目体系 计划类别 重点支持方向 

基础体系 

（所管理） 

所级 

培训项目 

专业技术研修班、专项技术短期培训班、学术讲

坛 

培育体系 

（院资助） 

院

级

培

育

项

目 

专业技

术研修

班 

重点支持高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点研发计划开展的班次。 

专项技

术短期

培训班 

重点支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

目、重点产业开展的班次。 

学术 

讲坛 

加强对我院基础科研人才的培养，提升其原始创

新能力，扩宽国际视野，重点支持围绕基础前沿交叉

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等开展的国际学术交流。 

示范体系 

（院资助） 

精品 

培训项目 

重点加强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相关领域科技

人才的培训。围绕重大科技成果产出，重点支持围绕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双碳”专项行动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等一批重大任务计划开展的班次。 

推广体系 

（人力资

源社会保

障部/院资

助）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高级研修项目 

一是服务重大战略。服务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

兴、可持续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服务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数字强国、质

量强国，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二是突出重点领

域。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

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瞄准量子信

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

深海等前沿领域，紧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

集成电路等数字技术领域，兼顾地方和行业发展需求，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2022 年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