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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攵 珲事 司

散外司亚 〔⒛17〕 l.1″ 号

肝 申咐1m18               目蛐

各有关单位:

亚洲区瑁1合作专项资金 (以 下简称
“
亚专资

”
)自 2OO4

年没立以来,为增强我参与亚洲区域合作、深化与周边国家

睦邻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相夫安排,现启动 2018年度亚专资申报工作。请

各单位结合冰单位优势和特色,重点围绕以下内容,总 结隹

年经验,科学设计,积极申报相关项目:

一、落实我领导人出席博鲞亚洲年会、上海合作组织峰

会、中国-东 盥(10+1)领 导人会议、东盟与中日韩 (10十 3)

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亚洲合作对话 (AGD)第 二次领导

人会议等亚洲区域合作会议提出的倡议与合作举措。

二、我夯与上海合作组织、亚信、10+1、 10+3、 东亚

J辇 会、申日韩合作、亚洲合作对话 (ACD)、 东盟地区论坛

(ARF)、 澜沦江一湄公河合作、中国-南盟、阿富汗伊斯坦布

尔进程等机1制 下各领域交流合作项目。

三、中臣J⋯东盟博览会、中国冖南亚博览会、中国̈ 东盟

教育交流周、中国冖东盟自贸区框架下经济技术合作、中国

与南盟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国-阿富汗-巴基斯

函

坦‘、中国-印 度一尼泊尔、中斯马孟蓝色海洋经济带等平台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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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项目。

本项目艹单位限报一项。接此通知后,请各单位积极组

织申报和筛选,并将申请书 (附件 1)、 可行性研究报告 (附

件 2)、 预算明细表 (附件3)以书面和电子光盘形式 (各一

式四份)于 ~i月 9日 (星期五)前报进我司,并在光盘上注

明学校名称。(注 :申 请书中项目预箅~

韭,审校并盖韭⊥

人

话

址

系联

电

地

关阝晗

010-66096524

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3/号 (1。 00816)

教肓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亚非处

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使用申请书

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

亚抄Ⅱ区域合作专项资金支出预算明细表

附件:1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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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专资使用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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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民币 (元 )

申请亚专资资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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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旧简要说明 (5o0宇 以内λ (背景、内容、实施步骤等 )

项目预期目标抑成果:对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促进我国内经济发

展的作用及影响;项 目是否印制研究报告、开通网站、制作宣传

项目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后续行动和落实计划等。

项回执行的时间安排 (按月份、分阶段 ):

项目英文摘要 (3o0宇 以内)∶ 主要内杏、预期目标等。

项目实施单位法人代表签宇:

(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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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可行性研宄报告

(参考提纲)

一、项目背景和意义

(一 )背景∶国家外交政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

内外行业合作需求、国家行业政策分析 (是否属于国家政策优先

支持领J或 等 )。

(二 )意 .辶 ∶对双方学界、产业合作及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

促进作用。

二、项目内容和实施方案

(一 )项 目名称、项目类别、项目属性等。

(二 )工 作内容:主要工作思路与设想等。

(三 )实 拖方案:进度与计划安排等。

三、项目可行性

(一 )实 沲单位性质: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名 称、法人代奉

姓名、人员、资产规模、财务收支等 )、 必要设施条件、业务资

质等。

(二 )项 目负责人资质:基本情况 (姓名、职务或职称、专

业等 )、 业务八平、项目管理能力、对项目的熟悉情况等。

(三 )参 与人员条件:业务能力、项目参与情况l等 。

(四 )合作甚础条件∶实施单位对项目内容的准备情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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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田简要说明 (sO0宇 以内》(背景、内容、实施步骤等 )

项目预期目标和成果:对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促进我国内经济发

展的作用及影响;项 目是否印制研究报告、开通网站、制作宣传

品:等 。

项田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后续行动和落实计划等。

项回执行的时间安排 (按月份、分阶段》

项目英文摘要 (300宇 以内):主要内容、预期目标等。

项目实施单位法人代表签宇:

(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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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廾合作基础、与外方联系情况、主管部门意见等。

(五 )资金条件:项 目资金投入总额及投入计划、项目预箅

的合理性及可靠性分析、对财政预算资金的需求额、其f·L刂渠道耷

金的来源及其落实情况。

(六 )风险与不确定:项 目实施存在的主要风险与不确走性

分订;对风险的对应措施分析。

(七 )其他条件。

四、预期成果

主要预期政治效益 (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预期经济或杜会

效益 (改善杜会生沽条件、对行业合作的促进作用等 )、 项目预

期救益的持久性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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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烨 3

亚洲1互域合作专顼资金项目支出预算明纟Ⅲ表

开i攴 项目

1.场 地租怆

4.机票戴其他变通费

其中:设栋租赁

会炀布置

翻l泽

茶敝

资料印制

6,课趣研哓费用

英中:劳 卦费

谘询费

赀雨单位:人民币元

场地名称等

住宿地点等Ⅻ天、双人

按文通工具列出明细

按实际开支需求列出明细

按实际开支需求列出明细

2.请接单价及揪憧邃项J典报所有开支明纟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