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部 司 局 函

教技司 〔⒛18〕 121号

教育部科技司关于委托组织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验收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中 央部门所属有关高等学校 :

根据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教技

〔⒛⒄〕2号 ,以下简称 《办法》)和立项文件要求,委托你单位

对待验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工程中心,见附件 1)

建设项目进行验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按照 《办法》及工程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要求,及时

检查和总结所属单位工程中心建设情况,组织编写 《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建设总结报告》(以下简称 《总结报告》)。

2.请将工程中心建设项目的验收计划,包括验收专家建议名

单 (7J名 )、 建议验收时间、《总结报告》以及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于 ⒛18年 5月 31日 前报送我司。我司根据各单位建议及具

体工作安排确定验收方案。

3.已停止运行的工程中心,请查明原因,于 ⒛18年 5月 31

日前行文予以说明并提出解决方案。

4.请各单位根据确定的验收方案组织对工程中心进行验收,



并于完成验收之日起 15日 内将验收材料行文报送我司。备地方

高校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报送,中 央部门所属高校直接报

送。请于2018年 7月 31日 前完成全部工程中心验收工作。

工程中心验收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我司沟通联系。

附件:1。待验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名单 (只发相关名单 )

2.验收相关材料

教育部科技司联系人:李昕然 010-“0”Og2



附件 1

待验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名单

序号 工程中心名称 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
主管部门

立项

时间
1 移动健康管理系统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2013

2 现代纺织装备技术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2007
°

J 生态染整技术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省教育厅 2009

4 计量测试技术与仪器 中国计量学院 浙江省教育厅 2009





附件 2

z-⒈ 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验收日程安排

一、会议时间:⒛ 18年 x月 X日 上午/下午

二、会议地点:XXX

三、参会人员:组织验收单位有关领导、验收专家、依托单

位领导、依托单位相关部门领导、中心人员

四、会议日程

时  间 主要内容 主持人

15分钟 介绍验收安排及专家组组成
组织验收

单位

40分钟 汇报工程中心建设总结报告

专家

组长

15分钟 汇报财务审计报告

30分钟 现场考察、审阅有关文字资料

30分钟 专家质询

30分钟 专家讨论并形成验收意见

15分钟

验收总结
(宣读验收意见、

组织验收单位总结、中心致答谢词 )

组织验收

单位

注:日 程时间及安排请根据实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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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⒉ X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顶目验收专家建议名单 (⒛Is年 X月 X日 )

注:拟聘验收专家原则:

(1)专业专家不少于 5名 (其 中 30%来 自企业 ),管理专家 1-2名
;

(2)专业专家与工程中心研究领域相关度高,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3)工程中心所依托高校的专家不超过 2名 。

序号 姓名 年龄 所在单位 专业/研究方向 职称/职务 由阝厢甾 电话

1

9
乙

3

4

冖
b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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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总结报告编制大纲

目 录

摘要

一、工程中心名称,主管部门,依托单位

二、工程中心基本情况

三、建设计划的执行情况与质量评定

1.建筑安装工程

2.实验室仪器设各配置及运行

3.工程化验证单项工程

4.配套与支撑条件

5.文件资料归档情况

四、建设运行资金财务报告

五、组织机构与管理模式、规章制度

六、建设期的工作业绩与工程化工作进展

七、工程中心近中期任务、目标与经营战略

八、依托单位自评估意见

九、主管部门意见

十、附件材料

[1] 《x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相关批复文件 ;

[2] 《x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况

[3]合作、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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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运行资金财务相关文件;

[5]仪器设各清单;

[刨 建筑平面图、图纸等;

【71工程化验证单项工程验收证明材料;

[8]行业标准、认证资质证明等;

[91培训机构证明材料;

【1"代表性科研成果 (项 目、获奖、论文、专利等、

h川 产业化成果证明材料

h21其他证明材料

注:(1)依托单位白评估需写明意见并加盖公章;

(2)主管部门意见验收前可先拟初稿,验收后需由主管部门加盖

公章;

(3)验收后,将 “x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验收意见
’

及专家签字复印装订在主管部门意见后面;

(4)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应附件材料,顺序可调;

(5)若附件过多,可单独装订;

(6)各类代表性科研成果列举 30-sO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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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⒋ X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建设总结报告

主管单位 :

承担单位 :

项目负责人 :

联系方式 :

二○-八年 XX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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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验收材料归档要求

一、纸质材料归档

要求:提交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材料封面加盖依托单     .

位公章 )

内容 :

1,《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总结报告》(根据 《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建设总结报告》编制大纲和验收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内 附

验收意见及专家签字 )

2.《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总结报告》附件材料

3.《关于推荐 ⅩⅩ教育部工程中心主任和技术委员会主

任的函》(要求附上:主任推荐人选简介、技术委员会主任

推荐人简介、技术委员会名单 )

二、电子材料归档

要求:提交光盘一张。 (写 明xx中心验收归档资料)

内容 :

1.《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总结报告》和附件材料的

电子版 (J总 结报告和附件分别打包存为 PDF文件 )

2,答辩 ppt、 验收会议日程、会议纪要、验收专家名单

(姓名,单位,电话,邮箱,职称/职务 )、 验收专家 (签字     ,

页 )、 验收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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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⒍ X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 目验收意见

⒛18年 Ⅹ月 x日 ,受教育部科技司委托,ⅩX(单位 )在

ⅩX组织召开了
“ⅩX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下称

“
中心”

)

建设项目验收会。验收专家组听取中心建设总结报告审阅了

相关资料,现场考察了研究开发和中试基地。经质询、评议

和认真讨论,形成意见如下 :

1、 中心围绕 XX的研究开发和、产品创新、技术辐射和

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建设了 XⅩ 技术

创新平台⋯¨。

2、 项目实施期间,建设了XXX等 Ⅹ个研发基地、X个中

试基地和 X个产业化基地,建筑总面积 X耐 ,新增 Ⅹ万元的

设备;建成了XX重 要基地。

3、 承担国家 xx等 ⅩⅩ余项,科研经费总计 Ⅹ元;获国

家发明 XX等奖 X项 ,省部级奖Ⅹ项;发表 sCI论文 XX佘篇 ;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X件 ,授权 X件。

4、 中心组建了一支具有较强工程化、产业化开发能力

的多学科交叉的科研团队,其中院士Ⅹ人,杰青Ⅹ人⋯⋯,教

授X人 ⋯⋯。中心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其中

博士X人⋯¨。

5、 解决xⅩ等产业化关键技术问题,建立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ⅩⅩ生产线,新增产值超ⅩⅩ元,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

验收专家组认为,项 目承担单位完成了
“XX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
建设任务,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建议 XX。

验收组组长:

zO18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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