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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

不论欧洲还是中国，为了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即确保民众以及
地球有一个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未来，都将研究与创新列为最
优先事项之一。因此，研究与创新是欧盟-中国整体关系中必不可
少的一环。

“地平线欧洲”是一项新近提出的欧洲研究与创新计划，旨在推动欧
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优先事项的落实。此计划设定了
欧洲要更加努力实现的勃勃雄心和愿景：1）欧洲绿色新政；2）服
务于民的经济；3）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欧洲；4）推广欧洲的生活
方式；5）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欧洲；和6）欧洲民主新进程。

“地平线欧洲”有意提升欧洲的科技全球领导力、卓越科学和突破性
创新，同时化解对所有人影响最大的社会挑战，例如对抗癌症、适
应气候变化、更绿色环保的城市、健康的食物和土壤、海洋和水资
源保护。地平线欧洲力求扩大国际合作，将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最
优秀人才团结在一起，在研究创新与产业
之间构建起新的伙伴关系，带来有效的解
决方案。

如加布里埃尔（Gabriel）委员2021年2月2
日所言：“凭借955亿欧元的预算以及一系列
现代工具，地平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
的研究与创新计划。此项计划是与欧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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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同创设的，旨在满足欧洲公民的期望和需求。有鉴于此，预计
地平线欧洲计划每投资1欧元，会带来高达11欧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收益。在2027年底之前，此计划将在研究与创新领域创设100,000个
工作岗位。此计划将开发相关解决方案，以打造更健康的生活、推
进数字转型、对抗气候变化。”

基于之前的框架计划（2014-2020），即“地平线2020”计划，欧洲
和中国之间开展了大量的科技合作，以应对健康、环境和气候
变化、食品安全、清洁运输等全球挑战。2020年，为对抗新冠
（COVID-19）病毒而在疫苗、治疗和诊断工具领域展开的研究合
作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子。

欧盟和中国是世界上研究与创新领域的两大领军地区，要实现《巴
黎协定》中的气候变化目标、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2019年4月第四次中欧创新合作对话达成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
指导原则，巩固了双方合作的基础。

也是因 为 这个原因 ，欧盟与中国正在携手制定未来科技创新
（STI）合作的联合路线图。联合路线图中设定一系列滚动的共同
优先领域，双方将通过共同出资的专项项目征集（称为“旗舰计划”
）以及各自要满足的框架条件，落实优先领域。框架条件的目的是
基于互惠及透明原则，为欧盟-中国的科技创新合作创造一个公平
竞争的环境，从而为打造欣欣向荣的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中国是欧盟在研究创新领域的关键国际伙伴之一。因此，我鼓励中
国研究与创新人员参与地平线欧洲计划，成为欧洲研究与流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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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伙伴。

本手册还提供了一份实务指南，解答您最终参与地平线欧洲计划
时会遇到的相关问题：地平线欧洲具体是什么？如何申请？要考
虑哪些因素？从哪里寻找信息？如何找到欧洲合作伙伴？

我希望这份手册不仅能为新近感兴趣的研究与创新人员解答相关
问题，还能鼓励参与过“地平线2020”计划及其前身的人员去探索   
“地平线欧洲”——新的欧盟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所提供的更
简单、更多样的新机会。

创新是欧洲项目的核心。让我们群策群力，为所有人打造一个绿
色、数字和健康的未来。

充分利用欧洲在研究与创新领域的卓越性！

Nicolas CHAPUIS（郁白）
大使
欧盟驻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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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一样，欧盟在全世界科学成果中所占比重依然处于领先位

置，而美国的占比仍在继续下降。欧盟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而

其在全球研发支出以及科学出版物数量中的占比却分别达到20%

和21%。但是，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的占比从2000年的30%下降

到了2018年的21%（图1）。

在高引用科学出版物方面，美国所占比重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依

然维持着全球领先地位。欧洲仍位列第二，中国则继续快速增

长。在质量方面，一份出版物被其他出版物引用的次数被视为该

2020年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表现。来源：研究与创新总司，首席经济学家——研
究与创新战略和前瞻部门。注：（1）Science-Metrix基于斯高帕斯（Scopus）数据
库编制的数据。使用了分数计数法。（a）BRIS包括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和南
非。（b）亚洲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4）数字对应最近一年，即2018年。

图1.世界各地的科学出版物占比1，2000年和2018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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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影响力的有效指标，在此方面，欧盟以22.7%的高全球占比

位列第三。出版物被引用的次数严重依赖于最重要或者最有趣的发

现。被引用最多的前1%的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占到总引用次数的25%

左右，有很大一部分论文从来都没被引用过。在前10%的高引用

出版物中，国际合著出版物的被引用次数往往会更高（图2）。但

是，中国科学系统的科学产出呈指数式增长——从2000年的2.9%增

长到了2016年的18.9%，正在接近欧盟和美国系统的科学产出。美

国在前10%高引用出版物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41.8%降

到了2016年的25.7%，与欧盟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此外，中国出

版物的平均质量也在提升。

图2.前10%高引用科学出版物的世界占比2 ，2000年（引用窗口：2000-2002）
和2016年（引用窗口：2016-2018） 

2020年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表现。来源：研究与创新总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与创新战略和前瞻部门。注：（1）Science-Metrix基于斯高帕斯（Scopus）数
据库编制的数据。属于全世界前10%高引用科学出版物的科学出版物在国家科学出
版物总数中的占比%；分数计数法。（a）BRIS包括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和南
非。（b）亚洲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4）数字对应最近一年，即2018年。

2



��

欧盟在前1%高引用科学出版物中的占比基本维持恒定，2000年为

21.2%，2016年为20.9%。还是与其他指标一样，中国在此类别项

下取得了指数式增长，从2000年的1.9%增长到2016年的17.5%。另

一方面，尽管美国依然排在首位，但其占比呈下降之势，从2000

年的48.8%下降到2016年的31.3%。在此期间，BRIS国家和亚洲发

达经济体的占比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图3）。

总的来说，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全球顶尖五百所大学数量方面，美

国依然略胜于欧盟。但是，如果使用上海排名4，则被归为“创新领

导者”和“强大创新者”的所有欧盟国家在此指标中的表现均优于美

图3.前1%高引用科学出版物的世界占比3 ，2000年（引用窗口：2000-2002）
和2016年（引用窗口：2016-2018）

2020年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表现。来源：研究与创新总司，首席经济学家——研
究与创新战略和前瞻部门。注：（1）Science-Metrix基于斯高帕斯（Scopus）数据
库编制的数据。属于全世界前10%高引用科学出版物的科学出版物在国家科学出版
物总数中的占比%；分数计数法。（a）BRIS包括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和南非。
（b）亚洲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和韩国。（4）数字对应最近一年，即2018年。

上海排名也称为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其排名依据主要是与机构学术成果相
关的六项指标（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高引用研究人员以及已发布论文的数量）。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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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莱顿排名7，在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全球顶尖五百所大学数量方

面，一些表现最好的国家（瑞典、比利时、芬兰和瑞士）自2011

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将香港、澳门和台湾包含在内。

上海排名中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全球顶尖五百所大学的数量，2005、2010和2018
年。2020年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表现。来源：研究与创新总司，首席经济学
家——研究与创新战略和前瞻部门，基于上海排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
com/）。注：（1）研究与创新总司基于向成员国提供的数据对欧盟做出的估算。

2019年的莱顿排名是基于一系列文献计量指标，该等指标提供了大学层面上学术影
响力、合作、开放存取出版以及性别多样性的统计数据（要了解进一步的详细信
息，参见https://www.leidenranking.com/information/indicators，访问日期：2019年
10月30日。）

5

6

7

国。欧盟在每百万人口拥有的顶尖机构数量方面也超过了韩国、

日本和中国5 （图4）。

图4.上海排名中每百万人口拥有的全球顶尖五百所大学的数量6，2005、2010
和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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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出现了排名下滑。但是，爱尔兰、奥地利、丹麦和挪威等国

家与2011年相比却有了巨大的提升（图5）。

图5.每百万人口拥有莱顿排名中的全球顶尖五百所大学的数量8，2011和
2019年

科学是应对社会挑战的关键，在食品/生物经济和气候/环境领

域，欧盟的高质量科学出版物数量处于领先地位（食品和生物经

济领域高引用科学出版物的占比为27%）。在针对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分析中，欧盟成员国占据主导地位。在“健康、人口结

构变化和福祉”领域的社会挑战方面，科学出版物的占比依然是最

2020年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表现。来源：研究与创新总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与创新战略和前瞻部门，基于莱顿排名（https://www.leidenranking.com/）
注：（1）包括所有出版物。使用了分数计数法。按照前10%出版物比例排名的大
学。（2）所有国家的人口参考2018年的数据，除了美国、日本、中国和韩国，这几
个国家的人口参考2017年的数据。（3）研究与创新总司基于向成员国提供的数据对
欧盟做出的估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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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食品安全、可持续农林业、海上和内陆水研究以及生物经

济”领域的科学出版物数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中国，其中在“

安全、清洁、高效能源”和“气候行动、环境、资源效率和原材料”

领域排名第二（图6）。

图6. 科学出版物占比，按社会挑战划分 ，2005-2009年和2014-2018年 

2020年欧盟的科学、研究与创新表现。来源：研究与创新总司，首席经济学家——
研究与创新战略和前瞻部门。注：（1）Science-Metrix基于斯高帕斯（Scopus）数
据库编制的数据。其中呈现了按区域划分的出版物总占比%。以下专业化指标只是
用欧盟的占比%除以其他国家的占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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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欧洲”是欧盟继“地平线2020”之后提出的新研究与创新框架

计划，持续期为2021年到2027年，总预算955亿欧元（时价——根

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此计划将为打造绿色、健康、数字化、

包容性的欧洲提供支持。

研究与创新为克服社会、生态和经济挑战提供了新的知识和突破

性的解决方案。地平线欧洲会帮助研究人员和顶尖创新者开发并

落实其理念。此计划将最优秀的人才汇集起来，为他们配备世界

级的基础设施，从而推动卓越科学的发展。此外，此计划还支持

突破性创新，协助创设新的服务和市场。

地平线欧洲将：

发挥自身最大的影响力，落实复兴、绿色和数字转型等欧盟战略优

先事项，应对全球挑战，提高人民日常生活的质量；

通过增加对高技能人才和尖端研究的投资，加强欧盟的卓越科学；

提高欧盟的工业竞争力及其创新绩效，尤其是通过欧洲创新理事会

和欧洲创新与技术学院为市场开拓式创新提供支持；

为欧洲各地研究人员提供更多追求卓越的机会，以促进参与和合

雮妍湅⥂䭯㖈Ⰼ椕灇瑕♸倝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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佅䭯瑲灶䚍倝妍崍倝椚✲⠔一站式服务，将实验室最有前

途的理念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应用，支持最具创新力的欧洲中小企

业（包括初创企业），以扩大其理念的实施规模。

♸Ⱆ字䶀䩛衅㹊剣ꛏ㼆䚍涸鍒Ɀ倰呩䎾㼆爢⠔䮋䧶妍湅⢪ㄐ

雄心勃勃的宏伟目标，解决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从对抗癌

症到适应气候变化、生活在更绿色的城市、确保健康的土壤、食

品、自然、人类和气候，保护水资源和海洋。

⢪皂餴庈麤ざ椚⻊妍崍⠑⠶Ⱒ禹涸礵皍倰䒭精简伙伴关系的

数量，同时鼓励公私部门合作伙伴的广泛参与。

⸈䔂㕂꣢ざ⡲䲿넞翫ざ涸〳腊䚍增加与科技创新实力强大的非

欧盟国家（第三国）强强联手的机会。

⸈䔂䒓佞䚍䒓佞猰㷖佟瘻出版物的强制性开放获取权，保

障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权。视情况使用“欧洲开放科学云”。欧洲

委员会于2021年3月启动了“欧洲开放研究”平台（https://open-re-
search-europe.ec.europa.eu/）——一个为地平线2020和地平线

欧洲受益人开放存取权限的出版平台。 

렽⸠♸綫Ⲹ妍崍灇瑕♸倝涸䊵騄䪈㣐♸ㄤ䲀䎛⼾馊通

过各种各样的措施，支持在研究与创新方面表现不佳的国家，打

䲀⸓鵳姿涸倝

作，同时推动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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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欧洲旨在推动增长、贸易和投资，形成巨大的社会和环境

影响力。

在欧盟层面上，每投

资1欧元，就可能在

25年期限内㹊梡��妍

⯋涸(%1㟞。

地平线欧洲馄鵂���

的开支将用于促进孞

⦫湡叻的达成。

在2040年之前，创

造������⚡䊨⡲䀔

⡙，其中���⚹넞䪮

腊䀔⡙。

䲿넞䕧ㆇ⸂

造卓越中心，提升它们的能力，促进合作纽带。 

䲿넞灇瑕♸倝涸䕧ㆇ⸂♸Ⱖ➭妍湅雦ⴢㄤ佟瘻涸⼸ず佪䎾通

过一系列实际的解决方案，落实地平线欧洲与相关研究与创新计

划和政策的协同效应，以推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更快速的传播以

及研究与创新成果的应用。此类计划包括投资欧洲（InvestEU）

、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欧盟凝聚政策（EU Cohesion 
Policy）、数字欧洲（Digital Europe）、欧洲结构与投资基金

（European Structural and Investment Funds）、连接欧洲设施

基金会（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和复兴措施基金（Recov-
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

Ⲹ㼱遤佟餏䬐刿皍⽀涸錞ⴭ为了提高法律确定性，减少受益人

和计划管理人员的行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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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鵴㣐湡叻湱⼐ꂁ涸곫皾絕匬

2021到2027年，地平线欧洲有大约955亿欧元的预算（时价）。其

中包括源自下一代欧盟计划（NextGenerationEU10）的54亿欧元

（时价），用于促进欧盟复兴、提高欧盟适应未来发展的弹性，

还有45亿欧元的追加预算。还将通过欧洲防务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落实地平线欧洲计划，并以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研

究与培训计划作为补充。

地平线2020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国际维度，有意“向世界开放”，以

����㖑䎂絁妍崍雦ⴢ⚥涸㕂꣢ざ⡲

������㖑䎂絁����雦ⴢ⚥涸㕂꣢ざ⡲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recovery-plan-europe_en#nextgenerationeu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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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欧洲与世界各地其他研究区之间的研究合作机会。此种方式

得到了欧洲委员会国际合作战略的支持，即2012年的“加强和聚焦

欧盟在研究与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战略途径”11 。

结果，地平线2020计划促成了非常活跃的国际合作，世界各地的

很多国际合作伙伴都利用了计划中“向世界开放”的维度，尤其是

中国，如下图所示：

㖑䎂絁����雦ⴢ⚥劼匬ㄤ고湡涸侨ꆀ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0995450437&uri=CELEX-
:52012DC0497  

11



��



�� 㖑䎂絁妍崍⚥㕂㹊欽䭷⽂����������

欧盟的很多国际合作伙伴国家（例如中国）在研究与创新领域的

投资越来越多，因此要想充分发挥研究与创新的潜力，与这些国

家的合作至关重要。更新后的国际合作战略考虑到了这些新的发

展，以推进更广泛欧盟政策目的的实现，尤其是应对欧盟以外大

多数国家也必须面对的社会挑战。

因此，2021年5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一份政策文件确立了新的国际

合作战略，即“Ⱒ✵灇瑕♸倝涸Ⰼ椕⻊鸀䖈妍崍㖈♶倗」⻊涸

⚆歲⚥ꅷ欽涸㕂꣢ざ⡲䧶殜”12 。

欧盟认为相互开放、自由的理念交流以及携手打造解决方案是追

求和提升基础知识的必要途径，也是打造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

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此项新战略：

重申了欧盟的承诺，即以身作则维护国际研究与创新合作开

放性，同时推动以基本价值观为本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利益互

惠；

加强欧盟在支持多边研究与创新伙伴关系方面的领导地位，

通过落实新的解决方案，应对绿色、数字、健康和创新领域

的挑战。 

������㖑䎂絁妍崍涸倝㕂꣢䧶殜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communication-global-approach-research-and
-innovation_e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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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应该继续为研究人员和创新者提供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支持性

的民主环境，在尊重和保护《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前提下，消

除政治干涉，维护学术自由以及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机会。

应该确保技术的开发符合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尊重高道德标准和

人权且不存在任何独裁主义。此外，欧盟应该以身作则，提供一

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创新生态系统，保护独立司法体系颁授的知识

产权权利。

欧盟应该与其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就以下问题达成共同的理解并

携手落实：学术自由、科研道德与诚信、多样性和包容性、开放

数据和开放科学、标准、循证政策制定。

欧洲委员会有意代表欧盟，根据其产业战略优先顺序，与具备强

大的研究与创新基础的非欧盟国家商定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创新合

作路线图。这些路线图是没有约束力的工具，应该明确设定双方

理应满足的框架条件，确定里程

碑事件和实施时间线。欧盟

应该坚持实测具体进展，

推 进 未 来 双 边 合 作 的

延续和扩大，以期实

现路线图中设定的目

标。关于欧中未来科

技创新合作联合路线

图的讨论已经在进行

当中。

在创新方面，欧盟应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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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创业投资互惠开放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双赢的国际创新伙

伴关系，包括打造孵化器和加速器网络。除了其他工作以外，它

们还应该在欧盟与非欧盟国家之间，建立起软着陆区，设立创业

协作。作为玛丽·居里行动计划的补充，此种伙伴关系还将推动

创新者的双向流动。

根据研究与创新领域国际合作的新战略（见上

文），地平线欧洲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

研究人员开放。

随着国际伙伴关系国家开展了更多的研究与创

新，欧洲要能够和世界各地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

研究中心合作，这一点至关重要。

欧盟的研究与创新计划依然会向全世界开放。这意味着世界

各地的参与者，不论其机构或者住址在哪里，都能够参与地

平线欧洲计划的大部分项目。

但是，地平线欧洲条例第22条第（5）款规定：当有维护欧盟

战略资产13、利益14、自主权15或安全16的合理需求时，工作计

������㕂꣢♸㖑䎂絁妍崍涸Ⱒꝶ㔔稇

例如，欧盟拥有的敏感基础设施，如伽利略或哥白尼卫星。 

涵盖欧盟在其各项对外政策中确定的进攻利益和防守利益、推广基本价值观、利益
互惠或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见贸易政策审查中对开放战略自主权的规定。

包括保护欧盟不受外部或内部威胁，涵盖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使之抵御系统风险
和混合威胁等。 

13

15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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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可以限制参与地平线欧洲计划下的某些行动。因此，在这

种例外但合理的情况下，欧盟应该限定只有在成员国设立的

法人实体，或者只有在规定的关联国家或其他非欧盟国家设

立的法人实体，才可以参与计划。

新冠疫情给了世界一个重要的教训，此种教训也同样适用于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威胁及其他全球挑战。作为致力于在

2050年之前，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气候中和国家集团的全球领

军者，欧盟将继续引领国际努力，与其国际合作伙伴携手解

决环境挑战，尤其是与主要的世界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

合作。

中国，作为研究创新强国，是与欧盟携手解决全球挑战的合

作伙伴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经济上以及系统性

的竞争对手，这就需要欧盟重新平衡两者之间的研究与创新

合作。欧盟已经与中国发起了关于制定联合路线图的讨论，

以就双方之合作设立议定的框架条件和指导原则，在尊重基

本价值观、高道德和科学诚信标准的前提下，实现公平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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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环境和利益互惠。基于此，欧盟还确定了可能对双方都有

利的合作研究领域，例如气候科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循环

经济、健康、食品、农业、水产业、海洋观测和智能城市

化。实现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利益互惠是进一步扩大与中国合

作的前提。

地平线欧洲是欧盟研究与创新的关键经费资助计划，预算为955亿

欧元，仅专注于民用领域。此计划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实现联

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欧盟的竞争力和增长。

此计划促进合作，在解决全球挑战的同时，加强研究与创新对制

定、支持和落实欧盟政策的影响力。此计划支持创造及更好地传

播卓越的知识和技术。

此计划创设工作岗位，充分利用欧盟的人才库，推动经济增长，

提升工业竞争力，优化增强欧洲研究领域内的投资影响力。 

仅专注于民用领域的地平线欧洲计划依赖于三大支柱，分别为：

卓越科学

全球挑战和欧洲工业竞争力，以及

创新欧洲。

����㖑䎂絁妍崍涸絕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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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开始之初对财务资源进行“预分配”，提高欧盟在地平线欧

洲计划不同优先领域进行科研投资的可预测性：

€7.953 B€ 95.5 B €1.981B€7.953 B €95.5 B €1.98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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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科学支柱旨在提高欧盟的全球科技竞争力。卓越科学通过妍

崍灇瑕椚✲⠔支持由顶尖研究人员自行设定及驱动的前沿研究项

目，为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博士培训网络和研究人员交换项目

提供奖学金经费资助，通过桾⚽v㾀ꅽ遤⸓雦ⴢ鼓励更多年轻人开

启研究生涯，投资打造世界级的研究基础设施。

欧洲研究理事会的使命是通过竞争性拨款鼓励欧洲最高质量的研

究，为研究人员在各研究领域发起的基于科学卓越的前沿研究提

供支持。其宗旨是认可最优秀的理念，留住欧洲最杰出的人才并

赋予他们地位和关注度，同时也吸引外国人才。

为以下项目提供经费资助：不论是在任何研究领域，仅基于科学

卓越标准进行评审，由“项目负责人”领导的单一国家或多国研究

团队负责执行。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杰出青年研究人员、已经独

立的研究人员和高级研究带头人都有资格申请。研究人员可以是

任何国籍，其项目也可以涉及任何研究领域。

根据地平线欧洲计划，欧洲研究理事会将继续在推动科学卓越

性、在地平线2020计划基础上再创辉煌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并将

继续对非欧盟研究人员保持开放性。

䚪絑餩餴⸔���➉妍⯋加强及延伸欧盟科学基础的卓

越性

������⼾馊猰㷖

��������妍崍灇瑕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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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职业发展，包括国际流动性，帮助培养顶尖的研究人员。

向年轻的以及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提供支持，通过培训或者在一

定期限内派往另一国家或者私营部门，加强其技能，巩固其职业

发展。此计划为研究人员提供新的知识和经验，让他们能够充分

发挥自身潜力。

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SCAs）为公私部门的研究培训和人员交

流提供国际研究奖学金经费资助，推动跨学科、跨部门以及国际

性流动，促进知识分享。

此计划通过吸引非欧洲研究人员，加强国际研究合作，促进欧盟

与非欧盟大学、研究机构以及私人公司之间的研究人员流动与交

流。处于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或者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不论任

何国籍）、技术人员、国家/地区研究流动计划均有资格申请。

絑餩餴⸔���➉妍⯋最优秀研究人员及其团队开展的

前沿研究

絑餩餴⸔��➉妍⯋通过流动和培训让研究人员获取

新的知识和技能

��������桾⚽v㾀ꅽ遤⸓雦ⴢ.4$"T

中国申请人要注意的一个重点是：项目负责人（PIs）并非一定要

常驻欧洲，但其总工作时间中至少要有50%是在欧洲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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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备可能极其复杂且造价高昂，单凭任何一个研究团队甚至

国家的能力，可能无法负担其购买、建造或者运营成本。

比如为医学、材料科学以及生物化学行业的各种研究社群服务的

大功率激光器；专业的高科技飞机；或者用于观测气候变化的海

底监测站。这些设备的造价可能高达数十亿欧元，且需要世界顶

尖专家的技能。

欧盟的经费资助有助于为该等大型项目汇集资源，为欧洲和非欧

洲研究人员提供使用最新、最尖端基础设施的机会——让振奋人

心的新研究成为可能。

全球挑战和欧洲工业竞争力支柱支持与社会挑战相关的研究，通

过集群效应加强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它为欧盟设定了远大的目

标，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最艰巨问题为己任。

它还囊括了联合研究中心从事的活动，通过独立的科学证据和技

术支持，为欧盟及国家政策制定者提供支持。

��������⚆歲紩㛇炄霃倶

絑餩餴⸔��➉妍⯋综合、互联的世界级研究基础设施

䚪絑餩餴⸔���➉妍⯋推动支撑欧盟政策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关键技术和解决方案（6个集群以及联合研

究中心的非核直接行动）。 

������Ⰼ椕䮋䧶ㄤ妍崍䊨⚌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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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是指通过一系列跨学科行动，在规定的时

间范围内达成大胆的、鼓舞人心的且可以度量

的目标，对社会及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并与大

部分欧洲人口以及广泛的欧洲公民息息相关。

地平线欧洲设定了使命的特征和治理的要素，划定了五个使命领

��������꧋纈ㄤ⢪ㄐ

꧋纈�

꧋纈�

꧋纈�

꧋纈�

꧋纈�

꧋纈�

健康

文化、创造力和包容的社会

食品、生物经济、自然资源、农业和环境

社会公民安全

联合研究中心（非核直接行动）

集群包括为伙伴关系和使命提供的预算。

NGEU是“下一代欧盟计划——复兴基金”。

数字、工业和太空

气候、能源和交通

�����➉妍⯋

�����➉妍⯋

�����➉妍⯋

�����➉妍⯋

�����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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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➉妍⯋



�� 㖑䎂絁妍崍⚥㕂㹊欽䭷⽂����������

域：（1）适应气候变化，包括社会转型；（2）癌症；（3）健康

的海洋、沿海和内陆水；（4）气候中和和智慧城市；（5）土壤

健康和食品。

在全球挑战和欧洲工业竞争力支柱内规划具体使命，但也可能受

益于在该计划的其他部分中开展的活动以及根据其他欧盟计划开

展的补充活动。

絑餩餴⸔㼜妍湅涸灇瑕♸倝♸넞Ⱒ岤䏞ㄤ넞䕧ㆇ

⸂涸爢⠔⿺Ⱆ字宠刿㥩㖑Ⱒ翫饰勻

联合研究中心（JRC）是欧洲委员会的科学和知识服务机构。联

合研究中心聘用科学家开展研究，以提供独立的科学建议，支持

欧盟政策。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聚焦于欧盟的政策重点。

在此领域，地平线欧洲计划的目的就是为行之有效的公共政策生

��������翫ざ灇瑕⚥䗱ꬋ呍湬䱹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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ㄤ欰䙖禹絡

妍崍倝椚✲⠔（EIC）促进在全球层面上具有扩大规模潜力的

突破式创新。它主要聚焦于具有突破性、深科技性和颠覆性的创

新，尤其是针对市场开拓式创新。

欧洲创新理事会通过探路者计划（Pathf inder）、转型计划

（Transition）和加速器计划（Accelerator）等经费资助工具以及

奖励、奖学金和商业增值服务等额外活动，支持具有突破及市场

开辟潜力的创新，与地方和国家创新活动者强强联手。

妍崍倝欰䙖禹絡（EIE）将与欧洲创新理事会（EIC）和欧洲创

��������妍崍倝椚✲⠔EICㄤ妍崍倝欰䙖禹絡

成高质量的科学证据。联合研究中心在整个政策周期内，为欧盟

政策提供独立的科学证据和技术支持。

絑餩餴⸔����➉妍⯋ꬋ呍湬䱹遤⸓

创新欧洲支柱旨在通过妍崍倝椚✲⠔，让欧洲成为市场开拓创

新的领跑者。它还能通过打造妍崍倝欰䙖禹絡，以及促进教

育、研究与创新知识三角融合的妍崍倝♸䪮助㷖ꤎ，缔造整体

的欧洲创新环境。

������倝妍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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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技术学院（EIT）以及地平线欧洲计划和其他欧盟经费资助

计划相辅相成，发挥协同效应，改善欧洲整体的创新生态系统。

欧盟旨在打造更加互联、更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支持公司扩

张，鼓励创新，推动国家、地区和地方创新活动者之间的合作。

絑餩餴⸔���➉妍⯋⺫䭍剒㢴����➉妍⯋欽✵欰䙖

禹絡⺫䭍♴♧➿妍湅雦ⴢՂ㢕Ⱓ㛇ꆄ⚥⚁欽✵妍

崍倝椚✲⠔涸鿈ⴔ佅䭯Ⱘ剣瑲灶⿺䒓鳧悶⸂涸

倝♸㖑倰ㄤ㕂㹻倝崞⸓罏䔂䔂翫䩛կ

妍崍倝♸䪮助㷖ꤎ（EIT）是独立的欧盟机构。它通过培养创业

型人才、支持新理念，提高欧洲的创新能力。

欧洲创新与技术学院通过“知识与创新社区（KICs）”将高等教

育、研究与创新融为一体，形成新的创新方式，促动可持续增长

和竞争力，推广企业家精神。这些创新伙伴关系必须有至少七年

的长期愿景，依商业逻辑运转，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设定

明确的目标，聚焦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以成为全球级参与

者。

��������妍崍倝♸䪮助㷖ꤎ	EIT


絑餩餴⸔紨��➉妍⯋㼜Ⱒꝶ崞⸓倰灇瑕ծ侅肫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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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欧洲计划的这一部分被分为两种活动类型：

扩大参与和传播卓越:

扩大参与和传播卓越行动可帮助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研究与创新

能力，加强它们成功参与转型研究与创新过程的潜力，帮助其

建立起关系网、追求卓越。可预见多种支持机制，例如：

组队、结伴、欧洲研究区席位

欧洲科技合作（COST）

推动国家联络点（NCPs）活动、项目预申报提案检查和建议

人才循环

卓越计划

来自更多国家的实体参与已选定合作研究与创新行动的可能性

对参与的表彰

牵线搭桥服务

改革及加强欧盟研究与创新体系

通过制定欧盟层面上的政策倡议、研究、网络化、伙伴关系、

协调、数据收集和监督与评估，实现国家层面上政策改革的互

补与相互增强。再一次，可预见多种支持机制，例如：

絑餩餴⸔����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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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研究与创新政策的证据基础

前瞻性

支持政策制定者实现欧洲研究区的发展

支持国家研究与创新政策改革，包括政策支持设施

有吸引力的研究人员生涯，与高等教育相关联

开放科学、公众科学和科学沟通

性别平等

道德和诚信

支持国际合作 

其他政策的科技投入

支持计划实施

支持国家联络点

支持宣传与利用

絑餩餴⸔���➉妍⯋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研究与培训计划（2021-2025）是一项与地平线

欧洲相互补充的经费资助计划，为减少安全风险的研究与培训活

动、安全核技术的开发以及最优辐射防护提供经费资助。

参与此计划的工具和规则与地平线欧洲相同。根据欧洲原子能共

��������呍灇瑕Ղ妍崍⾲㶩腊Ⱏず⡤灇瑕♸㛆雲雦ⴢ�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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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条约，此计划运行期为5年，从2021到2025年，到2025年将再

延伸2年，以与欧盟2021-2027年的长期预算相匹配。预算为13.8亿

欧元，用于落实2021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限内的新计划。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计划的间接行动聚焦于两个领域：

核裂变、安全与辐射防护

核聚变研究旨在开发磁约束聚变作为一种能源。

根据地平线欧洲计划，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计划将更加注重辐射的

非电力应用（医学、工业、太空），通过玛丽·居里行动计划提

供开放性流动机会，通过涵盖直接行动（由联合研究中心实施）

和间接行动的具体目标予以简化。

���������䎃絑餩餴⸔�����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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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司、组织或者非政府组织，不论其位于何地，都可以成为

合作伙伴，前提是它们在经济上有能力且有资格执行项目提案中

规定的任务。

参与研究与创新活动的中国实体，不论公立私营，亦不论规模大

小，都可以申请。

但是，它们必须证明执行提案中项目任务的运营及经济可行性。

在成员国或者相关国家内组建的实体有资格获得经费资助。原则

上，在非关联第三国（例如中国）内组建的实体应承担自身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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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本。 

但是，若中低收入国家以及例外情况下的其他非关联第三国（例

如中国）符合以下条件，它们就有资格收到行动的经费资助：

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工作计划中确认的第三国；或者

欧洲委员会或者经费资助机构认为其参与对行动的落实至关

重要（例如如果它们拥有必不可少的能力或设施）。

此外，中国申请人可以申请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SCAs）提供

的大多数交流项目以及欧洲研究理事会提供的研究补助，寻求资

助机会。

每项行动的单一经费资助比例适用于其经费资助的所有活动。工

作计划中的最大资助比例应该是固定的。计划最多可能100%报销

符合条件的总行动成本，创新行动17及计划共同资助行动18除外。

符合条件的间接成本应采用统一比例确定，即符合条件的总直接

行动成本的25%19。

最多报销70%符合条件的总行动成本，计划最多可能100%报销符合条件的总行动成
本的非盈利法人实体除外。

至少报销30%符合条件的总行动成本，在已确认具有正当理由的案例中，最多可达
到70%。

不包括符合条件的直接分包成本、向第三方提供的财政支持以及包含间接成本的任
何单位成本或一揽子费用。 

17

19

18

����㥵⡦歍霼

工作计划中会公布开放竞争的具体研究与创新领域。通过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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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可以获取该等内容，其中会说明未来征集项目提案的时

限。项目提案征集活动发布之后，会提供更加精确的信息，说明相

关的研究与创新领域以及申请经费资助的申请人应该在其提案中解

决的问题。

其中提供易于遵循的指南以及提交提案、在项目整个寿命期限内管

理项目所需的所有工具。它涵盖每一种类型的研究与创新行动。

征集截止期限到期后，将由相关领域内独立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评

审每一份提案。专家小组基于标准列表（卓越；影响力；实施质量

和效率）给每一份提案打分，只有最好的提案可以得到经费资助。

欧洲研究理事会前沿研究行动的提案适用的唯一标准是“卓越”。

基于此标准，选出最优秀的提案提供经费资助。

痦�姿——找到适合的提案征集活动

欧洲委员会会在地平线欧洲计划网站的参

与者门户20上发布所有的提案征集活动。

如果是第一次申请，还不了解可申请的计

划，参阅线上手册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它

会帮助您根据自身的领域和情况，找出最

适合的计划，必要时，也可以使用关键词和筛选功能。

痦�姿——找到项目合作伙伴（或者作为个人研究人员/团队

提出申请）

https://ec.europa.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portal/screen/opportunities/
topic-search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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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项目：大部分合作项目都必须至少包括在不同的成员国或关

联国家内组建的三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且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在成

员国内组建的。有多种工具帮助您找到潜在合作伙伴。下文第四

章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描述，汇总了找寻合作伙伴的可能资源。

个人研究人员或团队：欧洲研究理事会（ERC）的前沿研究行动

以及培训和交流行动（玛丽·居里行动计划）可由一个或多个法

人实体落实，但其中必须有一个是在成员国或者关联国家内组建

的（如果是玛丽·居里行动计划博士网络和员工交流项目，核心

联合体必须包括至少三个来自成员国或关联国家的实体）。

痦�姿——在参与者门户网站上创建账户，注册您所在组织21

在填写必要的表格并以电子形式提交给欧洲委员会之时，您

首先需要在参与者门户上创建一个账户。欧洲委员会有一个

线上注册系统，囊括了参与欧盟研究与创新或者教育、视听

及文化计划的所有组织。通过此系统，可以对组织的官方数

据进行一致的处理，避免相同信息的多次请求。

痦�姿——在适当的时候，与您的合作伙伴一起准备您的项

目提案

建议仔细阅读经费资助和招标门户网站22上发布的线上手册。 

痦�姿——向欧洲委员会提交您的项目提案

https://ec.europa.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portal/screen/how-to-partici-
pate/participant-register  

https://ec.europa.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portal/screen/support/man-
uals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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痦�姿——拨款协议的签署

自提交完整提案的最终日期算起，最多在五个月的期限内，

向申请人通报评审结果。

之后，欧洲委员会与每一联合体签订合同（“拨款协议”）。

自提交完整提案的最终日期算起，申请人必须在最多八个月

的期限内，签署拨款协议。

拨款协议精确地规定了（按照提交的项目提案）要执行的研

究与创新活动、项目持续时间、预算、费率和成本、欧洲委

员会的经费资助、所有权利和义务等事宜（例如知识产权规

要提交您的项目提案，您需要打开提案征集活动项下的具体

主题页面，进入“电子提案提交”部分。您需要使用自己的参

与者门户网站账号登录，填写表格，提交提案。提案由项目

联合体的协调员提交，协调员可以来自欧洲或者中国。

痦�姿——外部独立专家的评审

一旦征集活动结束，由相关领域独立外部专家小组对所有提

案进行评审。专家小组根据标准列表检查所有提案并对其进

行排序，如上文所述。

㥵卓䝠䋞劅⸈Ⰶ⚁㹻㼭絆匧⸂렽⸠⚥㕂涸侅䱇⿺Ⱖ

➭匊ⴀ涸⚁⚌➃㡦鸑鵂姼Ꝇ䱹㖈杝用⚁㹻侨䰘䎽⚥

岤ⱃ鵯呋㽠〳⟄♸⚂腊㢿蜦䖤䫣ꂹ霉㹎呏䰘㖑

䎂絁妍崍雦ⴢ䲿❜涸고湡䲿呩港漛湱Ⱒ遤⸓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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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签署了拨款协议之后，项目即可启动。

銳✫鍒刿㢴⥌䜂霼叅ꢓ㖑䎂絁妍崍絁♳䩛ⱃ

����㥵⡦䪪ⵌざ⡲⠑⠶

这是我们在中国各种场合介绍欧洲框架计划时最常遇到的一个问

题。如果您要寻找一个合作伙伴建立合作研究项目，您可以考虑

以下链接和网络。这绝不是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也鼓励您寻找

其他机会，例如欧盟成员国以及参与研究与创新活动的任何其他

组织提供的机会。

⟄♴Ꝇ䱹僽ꛏ㼆㖑䎂絁����雦ⴢ涸⥌䜂勻彂կた絯⠔刿倝կ



��

������ざ⡲⠑⠶䵂程䊨Ⱘ

絑餩餴⸔ㄤ䬸叻꡶䨪緸畀♳涸ざ⡲⠑⠶䵂程https://ec.europa.
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portal/screen/how-to-partici-
pate/partner-search 

㖑䎂絁����고湡http://horizon2020projects.com/all- partner-pro-
files/ 

㕂㹻翫絞挿可就参与地平线欧洲的各个方面提供指导、实际信息和

协助的主要联络点，包括搜索合作伙伴。每一主题领域都有一个国家

联络点，玛丽·居里奖学金也有一个国家联络点： http://ec.europa.
eu/research/participants/portal/desktop/en/support/national_con-
tact_points.html 

㕂㹻翫絞挿�⚥㕂中国—欧盟科技合作促进办公室（CECO）： 

http://www.cstec.org.cn 

⛓⚥叻涸呩⢾FP7经费资助的所有提案均可在线查阅，其中

都列出了项目负责人。很多人发现向相关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发送电

子邮件，概述自身的专业领域并发出合作请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

式。https://cordis.europa.eu/projects/en 

⚥㕂妍崍猰灇➃プ緸絞为在中国的欧洲研究人员以及有兴趣在欧

洲开启研究生涯的中国研究人员提供的免费联络工具。中国欧洲科研

人员网络聚焦于三类活动：a）研究人员联络；b）信息传播；c）帮

助国际研究人员与欧洲的同事合作，或者在欧洲重新开启有价值的

职业生涯。欧洲科研人员网络（EURAXESS）在中国的代表也可以通

过欧洲科研人员网络欧洲服务处（目前有40个国家，超过200个联络

点），发布在特定领域寻找合作伙伴的个人请求： https://euraxess.
ec.europa.eu/worldwide/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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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FBMJTUざ⡲⠑⠶䵂程服务包括通过您所在地的国家联络点

提供创建个人简介的建议，对所有已发布的数据都进行质量控制。

4&3&/�安全领域国家联络点网络。

&5/"QMVT��交通领域国家联络点网络。

倝䚍蚋暟⦸雳IMIざ⡲⠑⠶䵂程创新性药物倡议支持合作研

究项目，建立产业和学术专家的网络，以促进制药创新，可通过此站

点搜索合作伙伴，包括中小企业、大型组织和大学。

妍崍⟱⚌緸絞此站点发布国际公司和研究组织提供的大量创新与

技术简介，帮助用户找到开展双边业务、创新与技术合作的适当的合

作伙伴。

㖑䎂絁�����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官方群组]（100,023位成员）

㖑䎂絁����⥌䜂鸑⥌䪮助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创新、

合作研发项目和合作伙伴搜索。（8,260位成员）

㖑䎂絁����⥌䜂ㄤ鸑⥌䪮助产业领导力。（6,872位成员）

㖑䎂絁����Ղ妍湅고湡ざ⡲⠑⠶䵂程��(1,667位成员）

㖑䎂絁����⥌䜂鸑⥌䪮助ざ⡲⠑⠶䵂程（307位成员）

㖑䎂絁����ざ⡲⠑⠶䵂程食品安全、可持续农业、林业和生物经

济。（301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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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崍猰灇➃プ緸絞跨国流动的研究人员（959位成员）+中国子群“

中国跨国流动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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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欧洲的大多数提案征集活动都欢迎中国参与。通过参与地

平线欧洲，中国可以获取卓越的知识和研究数据、访问及接入世

界级科学网络和研究团队，从而获得巨大的利益。

总的来说，下文简要介绍的地平线欧洲国际合作战略基于开放、

公平竞争环境和互惠互利的指导原则，为中国提供了一种积极且

平衡的合作方式。

2021/2022年的工作计划中，特别标记出了多个与中国开展针对性

合作的主题，更以旗舰计划的形式特别标记了强烈鼓励中国合作

伙伴参与、认为中方参与会增加项目提案价值的几个主题：

地平线欧洲支柱二“食品、生物经济、自然资源、农业和环

境”挑战6项下关于食品、农业和生物技术的旗舰计划，以及

关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旗舰计划依然在筹备当中，这

些将作为2022年提案征集的一部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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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中国的研究与创新申请人不会自动获得经费资助（例

外情况除外），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SCAs）提供的大多数交

流项目和欧洲研究理事会提供的研究拨款除外。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建立了联合资助机制（CFM），在议定的旗

舰计划下，为欧洲和中国大学、研究机构和公司之间的联合研究与

创新项目提供支持。

当前的联合资助机制是2015年6月根据地平线2020计划建立的经费

资助机制的后续。2021年1月21日，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王志刚在

与欧洲创新、研究、文化、教育和青年事务委员玛丽亚·加布里埃

尔（Mariya Gabriel）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会晤，王志刚部长在会上

确认了这一点。

通过联合资助机制，中国科学技术部可以为参与地平线欧洲研究与

创新旗舰计划的设立在中国的欧洲和中国参与者提供经费资助。

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正在编制欧盟-中国未来科技创

新合作的联合路线图。此路线图有双重目的：

设定未来研究与创新合作的共同优先领域，

议定如何应对欧盟和中国认为必须各自解决

的框架条件，以实现真诚的研究与创新合



�� 㖑䎂絁妍崍⚥㕂㹊欽䭷⽂����������

作。欧洲委员会和中国议定了一份清单，列出了要解决的十

三个框架条件：

知识产权

规范前研究、符合性评估和标准化

开放科学、科学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权、研究基础设施

研究伦理和诚信

参与研究与创新计划的机会

研究人员的流动性

研究中的性别平等

获得融资和风险投资的机会

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

材料和设备的跨境移动

公平透明的监管框架

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安全措施

创新与中小企业

2021年中期，关于优先领域和框架条件的讨论还在进行中。

欧盟和中国双方预见到未来科技创新合作的联合路径图将会定期

更新，以考虑双方合作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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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欧盟在研究创新领域的关键国际伙伴之一。目前，中国可

以按照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工业化国家同仁相同的参与条件和经

济规定，为欧洲的研究创新能力做出贡献并从中获益。

也就是说，和地平线2020一样，中国参与者参与相关地平线欧洲

计划时，需要以现金或实物的形式承担自身的参与成本。但只要

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工业化及新兴经济体的实体拥有必不可少的

能力或设施，计划还会继续为其提供经费资助。

此外，通过玛丽·居里行动计划（MSCAs）提供的一些交流项目

也可以得到欧盟经费资助的机会，欧洲研究理事会提供的研究拨

款也具有国际开放性，不论研究人员的国籍是哪里。

对于入选的地平线欧洲旗舰计划项目，鼓励中国参与者申请联合

资助机制下的经费资助。

下表总结了地平线欧洲计划中中国参与者有资格/无资格获得的经

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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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研究理事会启动
（ERC Starting）基金

博士网络

玛丽·居里行动计划

博士后奖学金

共同经费资助

人员交流

欧洲研究理事会巩固
（ERC Consolidator）
基金

欧洲研究理事会高级
（ERC Advanced）
基金

有，但仅限于
中国研究人员
是隶属于欧盟/
关联国家组织
的职员

无，除非在评
审阶段，对项
目的贡献被认
定为是“至关重
要的”

有

有

有

有：取决于共
同经费资助计
划的资格标准

有

有

欧洲研究委员会网站：http://erc.europa.eu/funding-scheme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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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向第三国参与者提供特
别经费资助的主题，该等第三国
参与者获得资助后，向来自地平
线欧洲成员国及关联国家的研究
人员提供使用其研究基础设施
的权限。

无，除非在评审阶段，对项目的
贡献被认定为是“至关重要的”

有，针对向第三国参与者提供特
别经费资助的主题，该等第三国
参与者获得资助后，向来自地平
线欧洲成员国及关联国家的研究
人员提供使用其研究基础设施
的权限。

Ⰼ椕䮋䧶ㄤ妍崍䊨⚌畊✰⸂

雦ⴢ鿈ⴔㄤ遤⸓碫㘗 ⚥㕂蜦䖤絑餩餴⸔涸餴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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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崍倝欰䙖禹絡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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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鼓励杰出的中国研究人员和创新者注册成为欧盟数据库中的

候选专家。注册是免费的。最终形成的专家数据库将为欧洲委员

会所用，主要用于挑选和指定项目提案的同行评审专家。指定的

专家将按天收取酬金，对于偶尔的短期出差，也会报销其差旅食

宿费用。

所需的专业领域包括地平线欧洲提案征集活动中包含的每一研究

课题以及跨学科领域。

要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关于资格、

报酬和工作负荷等）和注册详情，

请登录相关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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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欧洲计划中的大部分项目
提案征集都对中国参与者开放，
而不仅仅是征集文本中明确提到
中国的那些。

当然，也必须满足最低要求（例
如欧洲合作伙伴数量方面的要
求，视情况而定）。

地平线欧洲计划中的所有提案征
集都可以在地平线欧洲经费资助
和招标门户网站上找到。参见： 
https://ec.europa.eu/info/fund-
ing-tenders/opportunities/portal/
screen/programmes/horizon 

也欢迎您参考地平线欧洲计划中具
体领域的工作计划。

欢迎你们考虑申请开放国际参与的
地平线欧洲计划。

但是，也烦请你们注意对于会引起
伦理问题（例如欧洲对干细胞的使
用/研究有谨慎的规管）的提案，
我们会执行伦理审查。通过伦理审
查核实研究活动是否遵守伦理原
则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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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费资助方面，中国以及其他
新兴经济体都不会自动得到地平
线欧洲计划的经费资助，例外情
况下除外。

因此，中国的参与者大多数时候
必须以自有资源（现金或实物）
为其参与的地平线欧洲项目做
出贡献。

要了解更多细节，请参考拨款管
理的详细信息——地平线欧洲拨
款手册——以及参与的规则，
可登录经费资助和招标门户网
站下载。

不，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不需要阐
明自有经费资助的来源，因为地平
线欧洲计划中的中国实体并不会“
自动”具备获得地平线欧洲经费资
助的资格。

但是，我们期望潜在的中国参与
者说明其用于提案项目的专项预
算金额。

请参考关于联合资助机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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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支持工具可用于寻找合作
伙伴。  请参考第47页的“合作伙
伴搜索工具”章节。

您也可以联系中国的国家联络点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下属的
中国—欧盟科技合作促进办公室
（CECO）或者中国欧洲科研人
员网络（china@euraxess.net）
寻求支持。

提交提案的具体规则，包括联合
体中参与者的最低数量以及要求
的信息，可以登录地平线欧洲网
站的经费资助和招标门户下载，
在此门户可以找到有用的文件。

联合项目提案应由联合体成员指
定的联合体协调员代表联合体在
线提交。

您的理解是正确的：截止日期是
可以提交提案的最晚时刻。欢迎
您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您可以通过地平线欧洲网站上的经
费资助和招标门户在线提交申请。

参见：https://ec.europa.eu/info/
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
portal/screen/how-to-participate/
how-to-participa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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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协调员由联合体自行指定。

联合体成员可以指定中国参与者作
为项目协调员。

这并不会改变经费资助的规则：担
任项目协调员的中国合作伙伴不会
自动具备获得欧盟经费资助的资
格，因此不能从欧洲委员会获得由
合同或项目管理造成的任何直接或
间接成本，亦不能出于此目的保留
部分拨款。

我们鼓励有意参与地平线欧洲提案
的中国研究机构与中国的经费资助
机构联系，为自身项目寻求支持。

请通过“研究咨询服务”咨询“地平
线欧洲帮助台”：
http://ec.europa.eu/research/
participants/portal/desktop/en/
support/research_enquiry_ser-
vice.html 

或者通过delegation-china-sci-
tech@eeas.europa.eu将您的问题
发给欧盟驻华代表团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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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关于地平线欧洲的信息：

http://ec.europa.eu/horizon-europe

资金和招标门户网站：

https://ec.europa.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
portal/

成为注册专家：

https://ec.europa.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
portal/screen/work-as-an-expert   

在线帮助台：

https://ec.europa.eu/info/funding-tenders/opportunities/
portal/screen/support/helpdesks

中国国家联络点：

http://www.cstec.org.cn 

欧盟驻华代表团/科技处：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china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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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金额最高可达150万欧元，为期
5年。
资助对象不限国籍、面向博士毕业后有
2至7年研究经历、有前途且处于职业生
涯早期的研究人员。

资助金额最高可达200万欧元，为期
5年。
资助对象为博士毕业后有7至12年研究经
历的优秀研究人员。

资助金额最高可达250万欧元，为期
5年。
资助对象为具有公认科研成就的知名研
究领军人物。

一次性资助150,000欧元。
适用于现有的欧洲研究理事会受资助
者，资助可使其科研设想走向市场。

资助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欧元，为期
6年。
资助目标是为了解决颇具雄心的科研问
题，而这些问题只能由2-4名项目负责人
组成的小型团队通力合作来达成。

面向希望在欧洲研究理事会受资助方处
工作或后者的团队中获得经验的研究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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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由多受益方参与的行动，面向
所有国籍的博士生设立博士学位项目，
包括工业博士和联合博士学位。

这是一项单一受益方行动，旨在为新的
或现有的国家、地区、机构的博士生培
训和博士后奖学金计划提供共同资助。

这是一项旨在支持博士后研究和职业生
涯的单受益方行动。
包括以下板块：

欧洲博士后奖学金：面向从世界其他
地方移居到欧洲或在欧洲内部流动的
研究人员；

全球博士后奖学金：面向欧盟成员国
和地平线欧洲计划关联国家以外的研
究人员。

这是一项协调和支持行动，通过组织”欧
洲研究者之夜”，拉近研究和研究人员与
广大公众之间的距离。

支持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使用研
究基础设施。

通过借调和/或接纳符合条件的工作人
员，实施联合研究创新项目。旨在促进
三个层面的人员流动（i3）：跨部门、国
际和跨学科流动。

鸑鵂崨⸓ㄤ

㛆雲雮灇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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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产生新知识，开发创新解决方
案，并在相关情况下纳入性别观
点，预防、诊断、监测、治疗和治
愈疾病，从而改善和保护所有年龄
段公民的健康和福祉。

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数字化的、
低碳循环的产业，确保可持续原
材料供应，开发先进材料，并为
应对全球社会挑战的进步和创新
提供基础。

加强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在内的欧
洲民主价值观，保护我们的文化遗
产，同时促进有助于包容和增长的
社会经济转型。

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的原因、演
变、风险、影响和机会，使能源和
运输部门更有利于气候和环境、更
具效率和竞争力、更智能、更安全
和更有弹性，从而对抗气候变化。

通过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
变革，减少环境退化，阻止和扭转
陆地、内陆水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减少，并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

为良好的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科
学证据。

该集群应对的挑战是：持续的安全
威胁，包括网络犯罪，以及自然和
人为灾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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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早期技术到概念验证的研发和
创新提供资助。

为从概念验证到初步商业化的研发
和创新提供资助。

为单一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提供从
初步商业化到上市及规模化运营等
一系列资助和投资（通过欧洲创新
理事会）。

创建联系更为紧密、更高效的创新
生态系统，以支持企业的规模化发
展，鼓励创新，并促进国家、区域
和地方创新者之间的合作。

围绕培育创新的共同目标，将关键
行为者（研究、教育和商业）汇聚
在一起。

佅䭯Ⱘ剣瑲灶

䚍ծ괇銻䚍ㄤ

䋑㖞鸣悶⸂

涸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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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队：支持/创建卓越中心，树立激
励卓越、促进新投资和推动国家研
究与创新体系改革的榜样形象。

结伴：在选定的研究与创新领域推
动卓越，提高研究机构和大学知名
度，并提高其工作人员的技能。

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的大学或研究
机构吸引和保留高质量人力资源，
帮助优秀科学家及其团队成为其领
域的游戏改变者。

建设跨境科学网络，帮助优秀的
研究人员和创新者进入欧洲和国
际网络。

人才循环赠款旨在吸引更多的研发
和创新人才前往更多国家的东道主
机构工作。

通过让来自科研表现欠佳国家的研
究机构参与地平线欧洲合作科研和
创新项目，该计划有助于实现未来
欧洲研究区政策的包容性目标。

缩小科研表现和参与成功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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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欧盟政策的未来走向，在与国
家机构、专家、利益相关者和公民
的协调、接触和合作中预测趋势和
发展并分析其影响。

通过监测、分析和支持开放科学政
策及实践的发展和实施，加速向开
放科学转型。

协助成员国和地平线计划关联国家
制定和实施这些改革。

加强研究职业，确保研究与创新人
才从有吸引力的职业中受益，保障
高技能劳动力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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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旨在建立新知识、或探索新的或改进的技
术、产品、工艺、服务或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的活
动。可能包括基础和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集成、
以及在实验室或模拟环境中测试、演示和验证小规
模原型的活动。

傞ꢂ通常为期3-5年。

剒⡛勵⟝来自3个不同欧盟成员国或地平线欧洲计
划关联国家的3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欰桧最常见的项目类型。

旨在直接为新的、变更的或改进的产品、工艺或服
务制定计划、安排或设计的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包
括原型设计、测试、演示、试点、或大规模的产品
验证和市场复制。

傞ꢂ平均2-3年。

剒⡛勵⟝来自3个不同欧盟成员国或地平线欧洲计
划关联国家的3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欰桧最常见于具有流行工业元素的项目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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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实现“地平线欧洲”计划目标的活动。这不包括
研究与创新活动，但在该计划的“扩大参与和传播卓
越”部分（“扩大参与和加强欧洲研究区建设”的一部
分）下开展的活动除外。另外，自下而上的协调行
动也具备申请资格，即那些旨在促进成员国和关联
国家法律实体之间的合作，加强欧洲研究区建设，
但并未获得欧盟对研究活动共同资助的行动。

傞ꢂ通常为期1 - 2年。

剒⡛勵⟝1个在欧盟成员国或地平线欧洲计划关联
国设立的法律实体。

〄欰桧可在“全球挑战和欧洲工业竞争力”项下找
到，但比RIA或IA要少。

立足于国家间及相关部门或学科之间的流动、旨在
提高研究人员技能、知识和职业前景的活动。

傞ꢂ平均为期3 - 4年。

剒⡛勵⟝根据玛丽·居里行动，在欧盟成员国或地
平线欧洲计划关联国设立的1 - 3个法律实体。

〄欰桧可在“玛丽·居里行动”项下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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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管理或资助研究与创新计划的法律实体——
而非欧盟资助机构——设立或实施的活动计划。这
种活动计划为以下活动提供支持：网络及协调、研
究；创新；试点行动；创新和市场部署；培训和流
动；提升了解和沟通；以及传播和利用等。它也可
以提供相关的财务支持，如资助金、奖金和采购，
以及地平线欧洲计划混合融资或上述方式的组合
等。这些行动可由受益人直接实施，也可以通过向
第三方提供财务支持来实施。

嵌入创新行动的活动，以及在市场上部署创新所需
的其他活动。这包括扩大企业规模和地平线欧洲计
划混合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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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境内有数百个“欧洲直线”（Europe Direct）信息中心。

您可以从以下网址，找到离您最近的中心地址：
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鸑鵂歏霢䧴歏㶩齱⟝

“欧洲直线”服务能回答您关于欧盟的问题。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使用这项服务：

通过免费电话：00 800 6 7 8 9 10 11（某些运营商可能会对此电话收费）。

或请拨打以下标准号码：+32 22999696，或

通过电子邮件：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

䵂程妍湅⥌䜂

㖈絁

可在Europa网站上以欧盟所有官方语言查询有关欧盟的信息：https://euro-
pa.eu/european-union/index_en 

妍湅ⴀ晜暟

你可以从以下地址下载或订购免费和收费欧盟出版物：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s 可通过“欧洲直线”服务或当地信息中心
（见https://europa.eu/european-union/contact_en）获得多份免费出版物。

妍湅岁䖒ㄤ湱Ⱒ俒⟝

要获取欧盟法律信息，包括1952年以来所有欧盟法律的所有语言版本，请访
问EUR-Lex网站：http://eur-lex.europa.eu

妍湅Ⱆ䒓侨䰘

欧盟开放数据门户(http://data.europa.eu/euodp/en) 提供了对欧盟数据集的
访问。数据可以免费下载和重新使用，无论是用于商业还是非商业目的。



地平线欧洲计划是欧盟继“地平线2020”之后提出的一项研

究和创新框架计划，该计划将从2021年持续到2027年，总

预算为955亿欧元（约7,350亿人民币）。

该计划将为研究人员和创新者开发和部署其构想、创造新

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协助。计划还将支持研究人员的流动，

并通过组建最优秀的人才团队并为其配备世界级的基础设

施，促进卓越科研。

该计划面向全球研究人员和创新者开放。地平线欧洲计划

的一些具体议题将通过选定领域（如食品、农业和生物技

术）的旗舰计划与中国合作。

本手册解释了地平线欧洲框架计划的内容，旨在为中国研

究人员提供一份实用指南，以更好地了解欧洲为参与其各

种资助工具所给出的诸多选项。

实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