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项 批 准 通 知

国科金计项 ζ2013)57号

关于批准资助2013年庋第二批项 目的通知

集美大学 (单号:201卜狃 0485):

根据 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有关规定和专家评审惠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全委 )决定批准

资助你单位2013年度 (第2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全项目 13顼 ,

全擞 5350万元.其中,面上项目 4顼,青年科学基全项目 9

项,上述资助项目清单详见附件。

自评审结杲通告发布乏日起2s日 内,项 目负责人须按要求填

写与提交 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顼目研究计划书》 (以下简称

计划书)电子版 2013年9月 l1日 l‘ 点前,依托单位将审核后的

计划书电子版通过科学基全网络信‘息系统 (ht饣 p⒌ 〃isis nsfc

gov cn〉 提交至自然科学基全委 自然科学基全委同期对计划书

电子版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项 目负责人可打印计划书纸质版

(建议双面打印);审核未通过的,退回至项目负责人修改,依

托单位须在2013年 9月 1⒙ 日1‘ 点前,将修改后的计划书电子版及

时审核并再次提交至自然科学基全委。2013年 9月 27日 16点前,

依托单位须将自然科学基全委审核通过后的计划书纸质版 (一式

两份,应保证与电子版一致 )加益单位公章,报送至自然科学基

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果用邯寄方式的,请在裁止日前 (以



发信邮戳日期为准 )以快递方式邮寄,并在信封左下角注明
“
计

划书
”.请勿使用包裹,以免延误报送。报送计划书材料时,还

应包括本单位报送计划书的公函和计划书渚单.材料不完整不子

接收,

如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电子与纸质计划书且未说明理由的,

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

附件: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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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号 . ⒛ 18-57-0鸲 5

⒛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佥资助项目清单 (集美大学〉

(共 13项 共田蜃OcO0万元) 资助全颍萆位.万元

鹧 顼目批准号 申蠛

`
申榨析M冯 项目名称 咦助全颧 起止日翱 顼目翅

l l1801216 豌吞全 AOl1403 天然气转化过租中非线性糗型研兜及应用 22
2014 01 01-
2010 12 al 青年科学鲞全项 n

2 l1301217 徐9l竦
^⒑

l1602 连通囡的柯遄 可去边与相关 ·l遢研嗨 22
201刂  Ol Ol-
2016 12 :l

|

3 113730zo 苓掏 A0:lo 引力’|v岣毋了修正 80
201刂  Ol Ol-
2017 12 sl fl⊥项目 /黹规雨上顼目         |

‘ 2130505C 陈嵫拇 BC50206
三雒石墨旖馘佥属纳米拉丫Ⅱ可挣制希及电化学行为
研宄

●
'

2014 01 01-
2016 12 :l 青年科学鲞全项目             ∷

蜃 21;71仓 i2 王力 8C10204 芗髂型酪氧菠酶抑锏剂的l9计合成与rl能
2014 01 01-
2017 12 31 面 L项 目 /常规面上项目         |

仓 11:Ol钅 40 蘩秋凤 C200101 鱼类小F。 蛋碾 合特0t故变对共致敏性∞肜响及机粤
研宄

2:
2014 0】  O1ˉ

2016 1∶∶ 39
裔午科学壅全项目

7 :1:02198 宋 凯 C190‘ Ol
应月蛋白质组学技术研篼皮颀海·i斛锵石薤鱼肝细抛
亻、谢的影响机制

2a
201⒋ 0】 0】 -

2016 12 :l 膂年科学塾全硕 目

8 31s?1751 倪 辉 CzOOlOl
Jt曲裤。-⒈限季耱苷嗨的热橹定性 醇活怛稠底物适
应性协向分子进化硒篼

●
●

●
●

2014 01 C1-
20】 7 12 :1 面⊥,T尉

`常
蝴面⊥顶旧

g a1872s‘δ 叫缝痧 Clε 0刂仓1 利用代谢组学方法研嗨牛碘酸调控鱼类生长的机制 80
2C14 01 01-
am7 12 θl

丽⊥项目
`带

规丽⊥项目

lo ‘180E174 姜永华 aO6o9 揍hlmPJ Λ法建立大袋鱼诱导葬能干细胞
`
’ 20】 4 01 01-

2016 12 :l 背午科学鲞全项目

ll 5130θ l16 I9F杰 BO9∶ 002 箬干欠定直源分癣和C·

"l曰
统计的船舶电力系缏 嶷

课估建摸研究

`
●

201‘  Ol Ol-
2016 12 sl 青年科学i△9项 目

lz t1808048 王舞琳 FOsOsO氵 鲞干掺毯死纤宽带光源泵滴产生的超逮续漕研兜 2s
2014 01 01-
2016 12 31 甯年科学鲞全项目             |

ls 713CsO92 代中强 G080704 不均质细识产杈倮护对发展中圊蒙j,肜呐研兖.垂于
奕际倮护的砚加

22
2014 01 Cl-
201δ  12 81

胥年科学基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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