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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名称 授奖单位 
评奖

周期 

大致申报

时间 
评奖年度界别 网站地址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人文

社会科学）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三年 1-3月 

2019 第八届 

2015第七届 

2012第六届 

http://www.sinoss

.net/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 

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五年 5-7月 

2021第六届 

2016第五届 

2011第四届 

http://onsgep.moe

.edu.cn/edoas2/we

bsite7/index.jsp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人民

政府 
两年 5-6月 

2020第十六届 

2018第十五届 

2016第十四届 

http://www.js-

skl.org.cn/index.

php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

究成果奖 

江苏省教育

厅 
两年 4-5月 

2020年 

2018年 

2016 年 

http://www.ec.js.

edu.cn/index.html 

江苏省教育科学优

秀研究成果奖 

江苏省教育

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 

五年 3-4月 

2021第五届 

2016第四届 

2011第三届 

http://www.jssghb

.cn/ 

江苏优秀理论成果

奖 

江苏省委宣

传部 
一年 4-5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http://theory.jsc

hina.com.cn/ 

国家旅游局优秀研

究成果奖 

国家文化和
旅游部 一年 6-7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http://www.ctaweb

.org/ 

全国商务发展研究

成果奖 

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 
两年 6-7月 

2019年 

2017年 

2015年 

http://cgj.mofcom

.gov.cn/ 

钱端升法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 

钱端升法学

研究优秀成

果奖评委会 

两年 4-5月 

2020第八届 

2018第七届 

2016第六届 

http://kyc.cupl.e

du.cn/qrsfxyjcg/s

y.htm 

安子介国际贸易研

究奖 

安子介国际

贸易研究奖

励金评委会 

两年 4-5月 

2020第二十一届 

2018第二十届 

2016第十九届 

http://kyc.uibe.e

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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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孙冶方经济

科学基金会 
两年 6-11月 

2020第十九届 

2018第十八届 

2016第十七届 

http://sunyefang.

cass.cn/ 

胡绳青年学术奖 
中国社会科

学院 
三年 4-5月 

2021第九届 

2018第八届 

2015第七届 

 

http://cass.cssn.

cn/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

学奖 

中国人民大

学吴玉章基

金委员会 

五年 3-5月 

2022第八届 

2017第七届 

2012第六届 

http://www.wuyuzh

angprize.org/ 

霍英东基金高等院

校青年教师奖 

霍英东教育

基金会 
两年 3-4月 

2019第十七届 

2017第十六届 

2015第十五届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

优秀成果奖 

张培刚发展

经济学委员

会 

两年 3-6月 

2020第八届 

2018第七届 

2016第五六 

http://cids.hust.

edu.cn/cn/ 

苏州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奖 
苏州市政府 两年 5-6月 

2020第十五届 

2018第十四届 

2016第十三届 

http://www.szsk.c

n/ 

江苏省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奖 

江苏省社科

联 
一年 5-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http://www.js-

skl.org.cn/ 

苏州市社科应用研

究精品工程 

苏州市社科

联 
两年 9-10月 

2019第四届 

2017第三届 

2015第二届 

http://www.szsk.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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