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苏州大学纵向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

申报组织工作流程 

（学院版） 

 

 

 

 

 

 

 
说明： 

1、部分项目的通知发布时间每年都有变化，偶尔还有新增的项目类别。流程中是根据往年

申报情况整理的大概时间，具体时间以人文社科处通知为准，请各学院科研秘书积极关注

校内通知、社科处网站、社科科研工作群，及时将项目申报信息通知到学院每一位老师。 

2、项目开题、中检、结项等过程管理事项未在下表中体现，人文社科处会根据具体人员名

单及时点对点邮件、短信、电话通知。国家社科、教育部、省社科项目均随时受理结项

（结项要求及表格下载路径：社科处网站→通知公告→《（置顶）常年受理结项的各类项

目》；网址：http://skc.suda.edu.cn/b4/19/c7471a242713/page.htm）。 

3、在申报过程中，如有问题随时沟通，人文社科处将尽最大努力，做好项目申报服务工

作。联系电话：65227391，18862151079（吴新星），15190099858（周琼）。 



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选题征集 申报时间 公布时间 研究时限 结项时间

1 重大项目 1-3月征集选题 7-9月 11月 5年左右

2 年度项目（重点、一般、青年） 12-3月 6月
基础研究3-5年，应用研究
2-3年。最多不超过5年

3 后期资助项目 待定 待定 1年左右，最多不超过2年

4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7-9月 11月 1-2年

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待定 待定 当年完成

6 专项项目 不定时 不定时 按具体要求

1 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目 11月征集选题 1-3月 7月 3-5年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一般、青年） 1-4月 9月
基础研究3-5年，应用研究
2-3年。最多不超过5年

1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国家重大、重点、一般、青年） 10月征集选题 1-3月 7月
重大重点2年内；一般青年
基础研究3-5年，应用研究
2-3年。最多不超过5年

随时受理

1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重点、青年） 1-3月 7月
基础研究3-5年，应用研究
2-3年。最多不超过5年

随时受理

1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2月征集选题 12-1月 5月 3年

2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不定时 7月 3-4年

3 一般项目（规划、青年、专项） 7-9月 3月 3年。最多不超过5年

4 后期资助项目（重大、一般） 2-3月 7月 1-2年。最多不超过3年 随时受理

1 重大项目 8-9月征集选题 10-11月 1月 3-4年

2 年度项目（重点、一般、青年） 2-3月征集选题 6月 9月

3 基地项目 9月 12月

4 后期资助项目 9-10月 10-11月 1年。最多不超过2年

5 文脉专项 8-9月 10月 2年 根据项目协议书

6 省社科联重大应用研究课题（省规划办省社科联联合立项） 3-4月 5月 当年年底 当年12月

1 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1-2月 6月 1-2年 随时受理

省
部
级

苏州大学纵向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申报&结项索引（2019年版）

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ttp://www.npopss-cn.gov.cn）

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https://www.mct.gov.cn/whzx/bnsj/whkjs）

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级项目（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7/index.jsp）

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项目（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7/index.jsp）

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http://www.sinoss.net）（以下为19年申报时间，较往年有较大调整，具体以校内通知为准）

随时受理

随时受理

国
家
级

三、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ttp://jspopss.jschina.com.cn）

立项2年开展中期检查，
中期检查通过后随时受
理结项

随时受理
基础研究3年，应用研究2
年。最多不超过4年

四、文化和旅游部部级项目（https://www.mct.gov.cn/whzx/bnsj/whkjs）



级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选题征集 申报时间 公布时间 研究时限 结项时间

苏州大学纵向科研项目（人文社科类）申报&结项索引（2019年版）

2 文化艺术和旅游研究项目信息化发展专项 4-5月 7月 1-3年 随时受理

3 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和文化智库项目  6-7月 8月
文化艺术研究项目1-1.5
年；文化智库项目3年

随时受理

4 文化和旅游部（旅游类）科研项目（http://www.ctaweb.org/index.html） 待定 待定 重点2年，面上1年 根据通知

1 全国高校古委会古籍整理项目 5-6月 9月 根据项目合同书 根据项目合同书

2 民政部各类理论研究部级课题（http://www.mca.gov.cn) 待定 待定 根据通知 根据通知

3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部级课题
(http://www.moj.gov.cn/organization/node sfyjsyjs.html)

2-4月征集选题 7-8月 12月 2年
立项2年开展中期检查，
结项根据项目合同书

4 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https://www.chinalaw.org.cn) 1-3月征集选题 9-10月 12月 1年 根据立项通知书

5 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https://www.chinalaw.org.cn) 2-3月 6月 次年3月 根据立项通知书

6 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项目(http://www.sport.gov.cn/index.html) 10-11月征集选题 1-2月 4月 当年10月底 根据计划任务书

7 国家语委科研项目（http://www.ywky.org/index.aspx） 5-6月 7月
重大项目为3年，重点项目
2年，一般项目1-2年

根据通知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究项目（http://www.nrta.gov.cn） 2-4月 9月 1年 根据通知

9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
（http://www.seac.gov.cn/seac/xxgk/tzgg/index.shtml）

12-3月 5月 根据通知 根据通知

1 重大重点项目、外语专项 1-4月 6月

2 基金项目、思政专项 1-5月 6月

1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 4-5月 7月 当年12月

2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 4-5月 8月 重点2年，一般1年

3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财经发展专项课题 4-5月 10月 1年

4 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题 4-5月 9月 重点2年，一般1年

5 省社科应用研究（人才发展）课题 9-10月 12月 1年

1 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 4月 5月 当年10月底

2 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决策咨询类） 5月 6月 当年11月底

1 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http://wlt.jiangsu.gov.cn） 5-6月 9月 1年 根据通知

2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1期/2年）（http://www.jssghb.cn） 11-4月 10-11月 根据项目申报书
立项2年开展中期检查，
中期检查通过后随时受
理结项

省
部
级

市
厅
级

五、其他省部级项目

一、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http://jyt.jiangsu.gov.cn）

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相关课题（http://www.js-skl.org.cn/index.php）

三、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ttp://www.szsk.cn/index.php/home/index）

四、其他市厅级课题

每年11-12月开展中期检
查和结项

重大4年，其他2-3年；立
项1年中期检查

根据通知

根据通知



 

 

国家社科、教育部、省社科项目申报时间简表 

 

 

 

月份 国家社科 教育部 省社科 

12月 年度

和青

年项

目申

报 

            
重大

课题

攻关

项目

申报 

          

1月 

艺术

学项

目申

报 

艺术

学重

大项

目申

报 

教育

学项

目申

报 

                

2月         
后期

资助

项目

申报 

        

3月                   

4月                         

5月         后期

资助

项目

申报 

                

6月                   

年度

项目

申报 

    

7月           
重大

项目

申报 

中华

学术

外译

项目

申报 

    一般

及专

项项

目申

报 

      

8月                     

9月                 
后期

资助

项目

申报 

  

10月                       重大

项目

申报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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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材料

第一轮修改（1月中下旬前完

成）、第二轮修改（1月底前完

成） 

1、1月中下旬，各学院召集学院学术委员会或邀请校内

外专家，讨论所在学院教师课题论证活页，提出修改意

见，并向申报人反馈； 

2、各学院将经第一轮修改的课题论证活页交人文社科

处。人文社科处组织校外大同行专家对各学院提交的课

题论证活页进行第二轮评阅，并于 1月底前后向申报人

反馈修改意见（本轮修改非必经环节，拟申报老师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决定是否提交论证活页）。 

  

正式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

学重大项目申报（1月中下旬发

布申报通知，3月上旬申报截

止） 

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文学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

员。人文社科处与学院协助首席专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

召开专家论证会。 

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项
目申报奖励政策同国家
社科基金面上重大项目
一样（见第 6 页）。  

正式启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

学项目申报（1月中下旬发布申

报通知，4月下旬申报截止） 

同年度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建筑学院、传媒学院、文学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

员。（提醒：人文社科处于 4月中旬组织大同行专家评

审、4月下旬进行形式审核来确保项目申报质量。） 

 

正式启动全国教育科学“十三

五”规划课题申报（1月中下旬

发布申报通知，3 月上旬申报截

止） 

同年度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能申报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学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

报人员。（提醒：人文社科处于 2月下旬组织大同行专

家评审、3月上旬进行形式审核来确保项目申报质

量。） 

国家社科教育学重大项
目申报奖励政策同国家
社科基金面上重大项目
一样（见第 6 页）。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征集

（1月中旬发布申报通知，3月

下旬申报截止） 

各学院协同人文社科处对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或 2项以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申报潜力的老师，点对点动员其报送选题。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选
题推荐人，根据学校经
费等实际情况，发放税
前 1.5 万元现金绩效奖
励： 
1．积极推荐选题且最
终被正式列入 2019 年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招标范围； 
2．选题推荐人主持过
（含在研）一项以上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且相关
领域学术积累扎实、学
术成果丰富； 
3．在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招标公告发布
后，符合公告要求的投
标条件，进而积极参与
投标并提交不少于 6 万
字的投标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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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选题征集

（1月中旬发布申报通知，2月

中旬申报截止） 

各学院协同人文社科处对往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选

题指南及最终立项情况进行分析，对有申报潜力的老

师，点对点动员其报送选题。 

  

其他项目申报： 

1、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工

程项目申报（1月中旬发布申报

通知，2月下旬申报截止） 

2、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

项目申报（1月中旬发布申报通

知，2月下旬申报截止） 

3、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

题选题征集（1月上旬发布申报

通知，3月下旬申报截止） 

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项目、外语专项申报（1月

上旬发布申报通知，4月下旬申

报截止） 

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一般项目、思政专项申报（1月

上旬发布申报通知，5月下旬申

报截止） 

1、艺术学院、建筑学院、社会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2、体育学院、法学院（体育法）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3、法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4、我校重大项目名额约 30项，且在研的国家级、省部

级和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各

学院可根据此限定精准动员；外语专项限 1项，由外语

学院动员申报及筛选。 

5、我校一般项目申报限额 40项，由学校组织评审，各

学院可动员中青年教师积极申报；思政专项项目申报限

额 10项，由学生工作部（处）组织申报。评审结果报送

省教育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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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材料第

三轮修改（2 月中旬前完成） 

1、各学院原则上以国家社科基金学科分类为单位，根

据当年学院申报选题实际情况，按照最紧密相关原

则，有针对性地邀请校外小同行专家对申报人课题论

证活页进行讨论修改，并将修改意见向申报人反馈； 

2、人文社科处承担每个学院每个学科（国家社科基金

学科分类）请 2位专家的劳务费。如举办面对面的专

家论证会（这种形式效果较好，建议采用），专家劳

务费按税前 5000元支付；如进行通讯评审，按每评阅

1份申报材料税前 300 元支付专家劳务费。 

请各学院根据寒假假期
安排、校外专家方便时
间及本院申报实际工作
进展情况，合理安排校
外专家评审时间，但请
在 2 月中旬前结束该项
工作并将专家意见反馈
给拟申报人，以便拟申
报人有足够时间修改申
报材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一

般项目形式审查（2月下旬前完

成）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人将申请书及课题论证活

页电子版定稿交学院，学院统一发送至人文社科处邮

箱进行形式审查，并反馈申报人修改定稿。 

2、教育部一般项目：申报人将申请书上传至教育部社

科管理系统，人文社科处进行形式审查，反馈学院申

报名单，并通过系统反馈申报人修改。 

  

确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报课

题（2月下旬前后） 

如果拟申报课题数超出省规划办给予我校的申报限

额，人文社科处将与有关学院一同（以学院意见为

主），在综合考虑申报材料质量、前期专家评阅意

见、学院学科和队伍发展实际需要、各环节参与情

况、申报人职称评定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必

要时，人文社科处组织专家评审。 

往年，部分学院对认真
准备、深入论证、积极
参与、按时提交申报材
料但最终因限额申报致
申报材料未能上报省规
划办的老师，给予业绩
点折算、发放绩效奖励
等方式给予一定补偿。
其他学院可以借鉴。 

提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定稿

（2 月底） 

各申报人将申请书及课题论证活页定稿纸质版交学

院，学院统一提交人文社科处。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

选题征集（2 月中旬发布申报通

知，3月中旬申报截止）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广泛发动，认真组织，分系、学

科召开选题论证会，精心遴选、多多益善。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

项目申报（2 月下旬发布申报通

知，3月中旬申报截止） 

我校限报 1项参与省教育厅遴选。申报超出限额人文

社科处组织专家评审。 
  

其他项目申报： 

1、中国法学会后期资助项目申报

（2 月中旬发布申报通知，3月下

旬申报截止） 

2、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课题选题征集（2月中旬发布申报

通知，4月中旬申报截止） 

3、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级社科研

究项目申报（2月中旬发布申报通

知，4月中旬申报截止） 

1、法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2、法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3、传媒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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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其他项目申报： 

1、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社会发展重大政

策、形势研究课题申报（3月上旬发布申报通

知，3月下旬申报截止） 

2、江苏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项课题申

报（3月初发布申报通知，3月中旬申报截止） 

3、省社科联重大应用课题申报（省社科联和省

社科规划办联合立项）（3月下旬发布申报通

知，4月上旬申报截止） 

1、需按选题申报。社会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重点动员申

报人员。 

2、需按选题申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3、需按选题申报。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

学院、商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4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 

（4 月中旬） 

各学院通知到每一个项目申报人评审进展，密

切关注项目申报评审进展，积极稳妥地做好相

关的了解、沟通工作。 

  

其他项目申报： 

1、文化艺术和旅游研究项目信息化发展专项申

报（4月中旬发布申报通知，4月下旬申报截

止） 

2、“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申报

（4 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4月下旬申报截止） 

3、“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专项课题申报（4月上旬发布申报通

知，5月下旬申报截止） 

4、“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课

题申报（4月下旬发布申报通知，5月下旬申报

截止） 

5、“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财经发展

专项课题申报（4月下旬发布申报通知，5月下

旬申报截止） 

6、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申

报（4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4月下旬申报截

止） 

1、艺术学院、建筑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2、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

究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省社科联研究课题

尚未完成的，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3、马克思主义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4、外国语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5、商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员。 

6、以应用对策研究为主。要突出以苏州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痛点问题为主攻方

向，力求使研究成果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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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会议评审（根据

往年情况预计为 5月中上旬） 

人文社科处同各学院配合，共同努力了

解相关信息，全力做好我校国家社科基

金面上项目的会议评审工作。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

（预计 5月发布申报通知，6 月申报

截止） 

人文社科处前期已全面梳理具备国家社

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条件的教师名

单，并通过邮件普遍动员、电话重点沟

通等方式，全力动员老师们提前做好申

报准备。申报通知正式发布后，人文社

科处再跟各学院沟通，做好申报人员的

服务工作。 

对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国家社科
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人，经组
织专家评审，根据学校经费等实
际情况，发放税前 1.5 万元左右
现金绩效奖励： 
1．符合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
期资助项目申报条件； 
2．申报的成果已完成 80%且不少
于 18 万字； 
3．按时提交申报材料。 

其他项目申报： 

1、民政部区划地名课题、“婚姻家

庭建设”理论研究课题、基层政权

和社区治理课题申报（预计 5 月发

布申报通知，6月申报截止） 

2、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报（预计 5

月发布申报通知，6月申报截止） 

3、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项目申报（5

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6月中旬申报

截止） 

4、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申报（预计

5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6月下旬申

报截止） 

5、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决策

咨询类）申报（预计 5月发布申报

通知，5月下旬申报截止） 

1、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院重

点动员申报人员。 

2、文学院、外国语学院重点动员申报

人员。 

3、文学院、建筑学院重点动员申报人

员。 

4、课题要围绕我省文化产业、艺术创

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科技、文化遗

产保护、文化人才培养等内容，进行理

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尤其要展开应用性

较强、有政策指导性的课题研究。 

5、需按选题申报。以实证研究和对策

研究为主体，重在深入调研分析当前形

势及问题现状，注重市际和国际比较研

究，提出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前瞻性的

对策思路和政策建议。  

  

6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预

计 6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6 月下旬

申报截止） 

在研的国家、省社科项目负责人不得申

请。各学院根据本院学科发展、教师队

伍等实际情况，广泛发动，积极动员申

报；人文社科处也将根据教师申报潜力

梳理情况配合学院开展动员工作。 

  

其他项目申报： 

文化艺术研究项目和文化智库项目

申报（预计 6月上旬发布申报通

知，7月中旬申报截止） 

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文学院、建筑学

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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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预

计 7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9 月

上旬申报截止） 

1、仔细研读分析招标课题指南，确保纳有

选题纳入招标课题指南的首席专家积极组织

团队申报；同时对照指南仔细梳理其他符合

申报条件、有实力申报的人员，进行点对点

积极动员与部署。 

2、人文社科处及各学院积极通过专家论证

会、形式审查、申报奖励等方式努力提高项

目申报质量。 

3、人文社科处及各学院积极配合拟申报的

首席专家做好项目申报的每一个环节的服务

支持工作。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投标人，
经组织专家评审，根据学校经
费等实际情况，发放税前 1 万
元左右现金绩效奖励： 
1．符合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投标资格要求； 
2．相关领域学术积累扎实、
学术成果丰富； 
3．认真准备、深入论证、密
切协同、按时提交重大项目投
标材料； 
4．投标书字数不少于 6 万
字。 

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申报（预计 7月下旬发布申报通

知，9月中旬申报截止） 

申报成果选题应来自全国社科工作办发布的

推荐选题目录，对照选题目录，外国语学院

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下一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一般项目及专项任务项目申报

（7 月下旬发布申报通知，9 月中

旬申报截止） 

由于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

不能申请教育部项目，各学院需根据申报条

件、本院学科发展情况、教师队伍申报潜力

等实际情况合理布局安排申报人选，尤其可

鼓励符合申报条件的青年教师积极申报。 

根据以往多年惯例，教育部一
般及专项项目的申报启动时间
一般为 1 月中下旬，2019 年
度教育部由于部门预算原因，
申报情况特殊，申报工作于
2018 年 7 月启动，故先照此
时间流程，如有变化，人文社
科处会及时通知。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

（根据往年情况预计为 7月中

旬） 

各学院通知到每一个项目申报人评审进展，

密切关注项目申报评审进展，积极稳妥地做

好相关的了解、沟通工作。 

  

其他项目申报： 

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申

报（预计 7月上旬发布申报通

知，8月下旬申报截止） 

法学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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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征集

（预计 8月中旬发布申报通知，9

月中旬申报截止） 

人文社科处及各学院对有申报潜力的老

师，点对点动员申报。 
  

江苏省社科基金“江苏文脉研究”

专项申报（预计 8月上旬发布申报

通知，9月下旬申报截止） 

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江苏

文脉”扎实研究，潜心治学，着力推出具

有重要学术创新和文化传承意义的“江苏

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研究成果。文学院

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会议评审（根

据往年情况预计为 8月中旬） 

人文社科处同各学院配合，共同努力了解

相关信息，全力做好我校江苏省社科基金

项目的会议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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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江苏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申报

（预计 9月中旬发布申报通知，10

月中旬申报截止） 

申报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获得立项的书

稿，可继续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因

此可鼓励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但未获

得立项的老师申报。 

  

下一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动

员辅导（9月启动，延续到 12月） 

1、各学院举行下一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启

动会，分析本院申报形势，邀请专家做申报辅导

或请已获立项的老师分享经验，布置组织本院申

报工作（9月-10 月）。 

2、各学院将人文社科处印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课题论证活页范本》及获立项老师的申报经验

合集提供给申报老师随时查阅、借阅（9月-次年

2月）。 

3、各学院组织近三年新引进教师参加人文社科处

举办的文科科研项目政策宣讲活动（9月）。 

4、按照学校统一安排，各学院根据本院学科发

展、教师队伍及冲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潜力等实

际情况，邀请有丰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承担经验

的专家到我校举办辅导报告。各学院举办的报告

会，请提前通报人文社科处，人文社科处统一发

布海报，既面向邀请学院的老师，也面向全校文

科教师。人文社科处承担每个学院每个学科（国

家社科基金学科分类）请 1位专家的劳务费（税

前 5000元）（9 月-12月）。 

请各学院做好参会
人员签到统计工
作。从未获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立项并
拟申报下年度国家
社科基金面上项目
的，必须参加所在
学科的辅导报告
会。确有客观原因
不能参加的，需履
行请假手续。无故
没有参加的，可能
会在因限额申报进
而人文社科处决定
是否上报省规划办
的综合考量中产生
不利影响。 

其他项目申报： 

1、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

报（预计 9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

10 月上旬申报截止） 

2、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人才发展）课题申报（预计 9月

下旬发布申报通知，10月下旬申报

截止） 

1、法学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2、需按选题申报。课题组成员中须有江苏省第五

期“333工程”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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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梳理落实下一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申报人选 
各学院与人文社科处共同梳理落实申报人选。   

下一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

重点项目选题征集（预计 10 月中旬

发布申报通知，10月下旬申报截

止） 

人文社科处同教育学院梳理有申报潜力的老师，

点对点动员其报送选题。 

国家社科教育学重
大项目选题奖励政
策同国家社科基金
面上重大项目一样
（见第 1 页）。 

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申报（预

计 10月下旬发布申报通知，11月上

旬申报截止） 

1、仔细研读分析招标课题指南，确保纳有选题纳

入招标课题指南的首席专家积极组织团队申报；

同时对照指南仔细梳理其他符合申报条件、有实

力申报的人员，进行点对点积极动员与部署。 

2、人文社科处及各学院积极配合拟申报的首席专

家做好项目申报的每一个环节的服务支持工作。 

  

其他项目申报： 

1、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课题申报

（预计 10月上旬发布申报通知，11

月下旬申报截止） 

2、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选题征集（预计 10月下旬发布申报

通知，11月上旬申报截止） 

1、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院重点动员梳理

落实申报人员。 

2、体育学院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11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布置下一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

织申报具体工作 

人文社科处于 11 月中上旬发布下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年度项目申报预通知，请各学院按照通知要

求，相应做好组织申报具体工作。 

  

下一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

项目选题征集（预计 11月中旬发布

申报通知，11月下旬申报截止） 

人文社科处同艺术学院、文学院、传媒学院、建

筑学院梳理有申报潜力的老师，点对点动员其报

送选题。 

国家社科艺术学重
大项目选题奖励政
策同国家社科基金
面上重大项目一样
（见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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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重点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备注 

正式启动下一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申报（12月中下旬发布申报

通知，2月下旬申报截止） 

1、12月中下旬，全国规划办下发申报通知，

各学院召开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选题论

证会，讨论、修改申报人提交的申报选题及

初步申报设计，并将选题汇总后交人文社科

处。 

2、12月底前后，各学院组织拟申报老师参加

人文社科处邀请上级主管部门领导或权威专

家举办的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申报

政策解读专题报告。 

因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
目可以自选选题，所
以，请各学院按照人文
社科处预通知要求，在
全国规划办正式下发通
知之前，组织拟申报教
师围绕当年学术研究和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提前思
考、提前研究、提前谋
划。待申报通知正式下
发后，根据通知精神，
尽快组织选题论证、尽
快进入申报战斗状态。 

正式启动下一年度教育部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申报（12月中下旬发布申

报通知，1月下旬申报截止） 

教育部社科司 12 月中旬下发申报通知，对照

招标课题指南，各学院与人文社科处共同梳

理落实申报人选。 

  

其他项目申报： 

1、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申报（12

月下旬发布申报通知，3月中旬申报

截止） 

2、姑苏宣传人才项目申报（12月中

旬发布申报通知，12月下旬申报截

止） 

1、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院、商学院

重点动员梳理落实申报人员。 

2、仅限入选姑苏宣传文化人才的人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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