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东府办〔2017〕106号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

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府直属各单位：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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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资金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大东莞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实践）扶持力度，

提高东莞市人才整体层次，推动东莞市产业转型升级，根据

《2017年东莞市名校研究生院筹建工作方案》要求，结合东莞

市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财政设立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专项资

金，主要用于补助来莞联合培养（实践）的研究生的生活补贴、

报销往返东莞交通费，以及支持高校在莞设立研究生培育管理

机构。

第三条 市科技局是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专项资

金的归口管理部门。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是名校研

究生培养（实践）补助专项资金的具体实施单位，负责补助资

金的申请受理、审核、发放和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研究生实践补助

第四条 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标准：

（一）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 2500 元，每年补贴不超过

10个月，即 25000元（当月不满半月的，按半个月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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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半个月的，按整月标准发放）；

（二）硕士研究生：每人每月 1500 元，每年补贴不超过

10个月，即 15000元（当月不满半月的，按半个月标准计算；

超过半个月的，按整月标准发放）；

（三）往返交通费：可报销票种为城市间火车硬座票、硬

卧票、高铁二等座票、汽车票，不报销飞机票、高铁卧铺票、

高铁商务座票、高铁一等座票、火车软卧票，且一年内只能报

销一次往返交通费。

第五条 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资金申请条件：

（一）研究生来莞培养（实践）满三个月（经东莞市名校

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确认的报到日始至签离日止）；

（二）研究生在莞培养（实践）期间无严重违法乱纪或违

反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相关规章制度管理等行

为。

第六条 来莞培养（实践）的研究生在报到后，可向东莞

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提交补助资金申请，经审核后由东

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按程序每月发放补助资金，首次

补助金发放时间为培养（实践）满 3个月后的次月 15日前。

第七条 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资金申请流程：

（一）申请人填写《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

金申请表》，提交到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

（二）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对申请资料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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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拟定补助金发放名单和发放明细，并在基地内进行公示 5

天；

（三）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后，由东莞市名校研究

生培育发展中心报市科技局审核；

（四）经市科技局审定后，由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

中心按程序发放补助金。

第八条 交通费报销流程：

申请人填报《东莞市名校研究生交通费报销申请表》并提

供往返交通报销票据到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经核

查后，由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直接报销交通费。

第三章 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建设补助

第九条 支持高校在我市设立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市财

政对该机构开展研究生来莞联合培养工作进行补贴。补助标准

为每组织 1名研究生来莞培养（实践），每个月给予该机构 1000

元的补助，每年最多补助不超过 10个月。补助资金用于补充该

机构组织研究生来莞联合培养的相关工作经费。

第十条 高校的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需承担研究生在莞培

养（实践）期间的学生管理工作，每 20名学生至少安排 1名辅

导员，协调学生在莞期间的学习、生活、交流、补助申请等日

常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建设补助资金按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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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每年年初受理上一年度的补助资金申请。

第十二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单位的依托高校已与我市签订研究生联合培养

合作意向（协议）；

（二）申请单位组织来莞培养（实践）的研究生不少于 20

人；

（三）申请单位组织来莞培养（实践）的研究生如有严重

违法乱纪或违反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相关规章

制度管理等行为的，该名研究生不能纳入补助核算。

第十三条 申请流程：

（一）申请单位填写《东莞市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建

设补助经费申请表》及《东莞市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培养

研究生明细表》，加盖公章，并提交到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

展中心；

（二）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中心对申请资料进行审

核，拟定补助金发放名单和发放明细，并向社会公示 5天；

（三）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后，由东莞市名校研究

生培育发展中心报市科技局审核；

（四）经市科技局审定后，由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育发展

中心按程序发放补助资金。

第四章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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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培养（实践）期间研究生如有严重违法乱纪或

不服从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相关规章制度管理

等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将取消享受补助资金资格，并取消该管

理机构对该研究生的补助资金数额。

第十五条 研究生和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应如实提供申报

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如隐瞒或提供虚

假材料，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补助资金的，经查实后，取消申

请资格，并追缴已拨付的财政补助资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东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试行一年。

附件：1．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金申请表

2．东莞市名校研究生交通费报销申请表

3．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签离表

4．东莞市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建设补助经费申

请表

5．东莞市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培养研究生明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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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补助金申请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箱

所在学校 入学时间

专业 学历 □硕士 □博士

联合培养单位
来莞培养（实践）

开始时间

企业导师

姓名及职位

计划在莞培养(实

践)结束时间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需要说明的

其他情况及

签名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全部属实，如有不实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

承担。

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导师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

培育发展中心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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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交通费报销申请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所在学校 学 历 □硕士 □博士 实践单位

企业导师 报到日期 签离日期

工商银行卡号（须东莞开户） 申请报销总额
人民币大写：

小写：￥

车票信息
往： 站至 站 ；车票类型： ；票价： 元； 日期：

返： 站至 站 ；车票类型： ；票价： 元； 日期：

说 明

1、交通往来目的地须是东莞及生源学校所在地区，否则最高按往返东莞、学校间的票价

报销，低于往返东莞、学校间的票价则据实报销；如需转乘，路线必须合理；

2、可报销票种：城市间火车硬座票、硬卧票、高铁二等座票、汽车票。一律不报销飞机

票、高铁卧铺票、高铁商务座票、高铁一等座票、火车软卧票等；

3、一年内仅报销一次往返交通费；

4、往返车费必须凭票报销，如有遗失一律不得报销。车票务必妥善保管，不得任意涂改、

毁损。报销时将车票原件粘贴在空白 A4 纸上，并附上本人工商银行卡复印件交至研究生

培育发展中心。

个

人

声

明

本人承诺车票真实有效，按照可报销车票的标准报销，如有弄虚作假等行为，一切

后果由本人承担。

本人签名： 日期：

企业导师

意见

企业导师签名： 日期：

东 莞 市 名

校 研 究 生

培 育 发 展

中心意见
签名（盖章）： 日期：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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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东莞市名校研究生培养（实践）签离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所在学校 专业

联合培养单位 培养（实践）结束日期

企业导师

姓名及职位
办公电话

申请人说明

本人确认在莞培养（实践）期结束。

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工作交接

情况
企业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东莞市名校研

究生培育发展

中心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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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东莞市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建设补助经费申请表

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电话

本年度联合培养研究生人数 名

本年度申请补助金数额 元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需要说明的

其他情况及

签名

本单位承诺所填信息全部属实，如有不实造成一切后果由本单位承

担。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东莞市名校研

究生培育发展

中心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5

东莞市高校研究生培育管理机构培养研究生明细表

机构名称： 年度：20 年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 所在院校 专业 来莞时间 离莞时间
在莞

月数

补助金

数额
备注

例： 张三 男 441900199210233000 硕士 中山大学
环境

科学
2017-3-1 2017-8-31 6 6000

合计：

备注：补助金数额每人次每年不超过 10000元。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委直属各单位，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市中级

法院，市检察院，省属有关单位。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 2017 年 8 月 1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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