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申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 

“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项目的通知 

 

各大专院校、党校、科研院所，各省级有关科研单位，各市州社

科联： 

经省社科联党组批准，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项目的申报正式启动，现将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 年度课题立项的

指导思想是，围绕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六中全会、省委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统揽，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

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推动哲学社会科学

为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服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二、本次课题申报以《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时期

各学科重点研究方向》（见附件）为指导。申请人可依据《研究

方向》确定申报选题，也可另行设计具体题目。申报课题要充分

反映本学科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立足学科前沿，倡导原创

性和开拓性研究，避免低水平重复。鼓励社会科学各学科交叉融

合，鼓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跨学科研究课题要以“靠

近优先”为原则，选择一个为主的学科申报。要着眼于国际局势

和新的时代特点，着眼于当代中国国情和四川省情，注重研究我



 

 

国尤其是四川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课

题。 

三、本次申报的项目类别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

目和市州项目。申报课题最终成果形式为论文或研究报告的，在

立项后一年内完成（从批准立项之日起算）；最终成果形式为专

著的，在立项后两年内完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从批准立项之

日起算）。一经获准立项，请务必严格按照计划时间执行，研究

过程中一律不得申请延期。 

四、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的课题申请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

上（含）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已取得博士学位；青年项目的

课题申请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的年龄均不得超过 35 周岁（1982

年 7月 20日后出生），申请人不具有副高级以上（含）专业技

术职称（职务）或者博士学位的，必须有两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职务）的同行专家书面推荐。 

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一个省社科规划项目，且不能作

为课题组成员参与其他省社科规划项目的申请；课题组成员同年

度最多参与两个省社科规划项目申请。在研（2017 年 6 月 30日

前未提交结项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规划项目负责人不

得申请任何一类项目。曾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规划项目

被中止或撤项未满 5年的不得申报。 

五、本次市州项目与年度项目同时申报，市州项目是指重点

研究市州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由我省 21 个市（州）社科联牵

头，整合本地区社科研究力量进行研究。 



 

 

六、本次项目申报使用网上申报和网上审核方式。申报人和

初级审核单位登录四川省社科规划管理系统（http://118.123.

249.130）进行申报和审核。 

申报人申报流程：①使用真实信息进行注册→②进入年度项

目申报→③阅读申请书上传说明→④下载申请书→⑤填写申请

书并保存（可离线填写，必须在初级审核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本

人工作单位，如没有本人工作单位请选择省规划办）→⑥上传申

请书、上传活页论证（上传后如需修改，请直接修改后在申报截

止日期前点击“重传申请书”、“重传活页论证”上传）→⑦打

印申请书（不打印活页）→⑧在申请书封面右上角“项目编号”

栏填写项目编号（项目编号在申请书成功上传后自动弹出，也可

在管理系统“年度项目管理”－“申报管理”页面的“已申报项

目列表”查看）。纸质申请书请交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由科研管

理部门统一报送到省社科规划办。 

七、各申报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保证

申报质量。对申请人承诺和申请书内容要严格把关，特别是选题

的政治方向、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课题组是否具备完成

研究任务的条件等，要进行认真审核并签署明确意见后报送我

办。报送材料包括：审查合格的申请书一式 4 份（含原件一份），

申请书用 A3 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申请书封面右上角“项目

编号”栏请务必按照四川省社科规划管理系统提示填写。（本次

申报纸质材料不需要报送活页） 



 

 

八、省社科规划项目采用通讯初评与会议评审结合的办法。

通讯初评采用电子活页匿名方式进行，入围项目由四川省社科规

划办公室组织同行专家会议评审后，报省社科联党组批准立项。 

  九、其它有关项目申报的具体事项，请严格按《四川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十、申报时间为 6 月 23 日起至 7月 20日止，初级审核单位

审核和报送材料时间为 7月 21日至 7月 24 日，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  周宅贤  刘  莎 

联系电话：（028）64236372  64237791 

通讯地址：成都市大石西路科联街 19 号省社科规划办 

邮政编码：610071     

附件：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时期各学科重点研究

方向 

                         

               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6年 6 月 14 日 

 

 

 

 

 

 

 



 

 

附件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十三五”时期 

各学科重点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研

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重点著作与科学体系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一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实现途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依据、本

质特征与实践优势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基本规

律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和实践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必须遵循的原则和保证实现的目标研究；“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创新及世界意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

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

究；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全

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社会矛盾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践行研究；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研究；四川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

业、新农民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与四川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精

准扶贫”战略实施研究。 

党史·党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重要论述研究；

中国共产党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研究；四川老一辈革命家专题研

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和

经验研究；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研究；党内法规体系研究；

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群众观点创新研究；党的建设制度科学化研

究；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与四川实践研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中国共产党藏区治理方略研究；党的

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研究；建设反腐倡廉长效机

制研究；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研究；全面提高

中国共产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

力和水平研究；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研究。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当代诠释；“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哲学基础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国传统哲

学专题研究；中国道统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周易正义》研究；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整体结构与核心精神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哲

学思想研究；藏传因明学研究；外国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家思想研究；当代美学发展研究；社会民生问题的

伦理学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研究；当代中国民族伦理与



 

 

宗教伦理调查研究；绿色发展与生态制度文明建设研究； “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治理研究；创新时代的创新思维研究；科技

创新理念与科技发展趋势研究；茶马古道上的四川文化哲学研

究；“治蜀兴川”的政治哲学问题研究；四川发展中的战略哲学理

论与方法研究。 

 

经济理论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研究；四川省经济发展重大实践问题研究；全面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研究；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研究；加快构建生态文明新家园、促进绿色发展研究；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开放发展研究；着力补

齐“短板”、促进共享发展研究；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研究；经济体

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研究；加

快金融体制改革研究；新时期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研究；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路径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产权界定与保护研究；

新常态下四川经济结构性改革研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机

制研究；区域创新体制建设研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研

究；推动多点多极支撑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协调发展研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研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



 

 

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研究；四川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

成合作共赢新局面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四川脱贫攻坚

研究；推进农业现代化研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研究；促进人口均衡

发展、推进“健康四川”建设研究；四川促进就业和创业问题研究；

创新驱动四川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研究；四川发展创新驱

动型经济与地方政府作用问题研究；四川经济重要行业和重要企

业发展史研究；四川近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史研究；网络经济发展

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研究；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及监管创新研

究；“十三五”期间四川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研究；十三五”期间

四川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研究；“十三五”期间四川在“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四川省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四川省机遇与挑战研究；西方经济学

发展新动态、新趋势和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果问题研究。 

 

应用经济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研究；利用大数据提高

区域经济预测和决策能力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研究；应对经济下行中的风险研究；完善税收政策促

进经济转型研究；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研究；提升全要素生产

率研究；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研究；增强国有经

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研究；以管资本为主，加

强国有资产监管研究；四川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新改革试



 

 

验研究；四川重点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协调个人、企业和政府作

用、培育创新发展增长点研究；四川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

系；四川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四川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研

究；技术变化、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四川推动产业结

构加快调整、形成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为支撑

的产业发展体系研究；四川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深化农村改革问

题研究；四川现代能源体系研究；四川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研究；

网络经济发展研究；发展四川文化产业研究；新常态下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方式创新研究；四川建设全国重要区域金融中心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研究；发展绿色金融研究；区域性风险的识别与预

警研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研究；四川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

战略、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研究；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四川欠发达地区发展研究；四川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四

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四川

新型城镇化的融资体系研究；四川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战略研究；财政与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研究；地方财政

体制改革研究；四川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地方公立

医院改革与推进“健康四川”建设研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创新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四川省建设社

会信用体系研究；四川省就业市场发展研究；四川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问题研究；四川环境污染治理研究；四川人口均衡发展

研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研究； 



 

 

统计学  新时期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研究；统计调查方法中的重点问题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社会经济

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统计数据采

集方式研究；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统计改革研究；统计学基本理论

和方法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质量问题研究；新常态下的反映

提质增效升级统计指标体系研究；中国地方债务的统计监测与预

警研究；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消费不平等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统计测度研究；扶贫效果测度研究；生态环

境的监测与评价研究；统计调查过程中的数据质量监控方法研

究；政府统计调查方式改革研究；居民收入调查方法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方法研究；网络数据采集及挖掘集成管理系统研究；社会

经济统计学方法论体系研究；新常态下全面小康监测理论和方法

研究；定性数据的统计分析理论与应用研究；综合评价方法优良

标准研究；半参数有效估计理论研究；非线性时间序列理论方法

研究；社会资产存量统计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资产负债

统计体系研究；资产存量核算理论、方法研究；政府统计数据开

放相关问题研究。 

 

政治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研究；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治

国理政能力的路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建设法治政府研究；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研究；四川农村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研

究；四川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

推进民族团结发展研究；法治政府评估指标和评估体系研究；四

川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四川扶贫攻坚战略的政策支

持体系研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研究；四川

省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城乡差异问题及解决路径研究；老龄化

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四川农民

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研究；建立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体系的四

川实践研究；我国公民政治信任状况研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

警机制研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研究；完

善社会治理基础制度研究；建立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研究；增强公民国家意识、法治意

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政治实践研究。 

 

法学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研究；地方立法理论

与实践研究；行政法治研究；司法公正制度完善及实效研究；审

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研究；司法公信力提升的法治路径研究；纠纷

解决机制完善研究；廉政法治研究；普法教育、法学教育机制及

实效研究；社区治理的法治优化研究；地方金融法治研究；地方

财政法治问题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机制研究；四川全

面自主创新的法治保障问题研究；军民融合的法治推进机制研

究；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机制研究；社会保障法治创新研究；民



 

 

法典编纂中的若干问题研究；商事法律及司法实践研究；保护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金融法治创新研究；网络法治若干问题研

究；消费者保护法治创新研究；域外法治及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四川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的法治路径研究；对外投资的法律保

护机制研究；四川藏区宗教自由与法治问题研究；四川藏区反分

裂犯罪防治问题研究。 

 

社会学  深化四川社会体制改革研究；社会治理的理论和机

制研究；社会治理创新及其对城乡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基层社

会治理实践的规范化建设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政策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研究；社会工作与特殊群体服务

研究；民间组织的管理与服务规范研究；转型时期公益事业发展

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流动、社会分层研究；城镇新移民问

题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城镇化与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研

究；城镇化背景下县域社会变迁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留守儿

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发展促进研究；老龄社会学研究；

城乡社区养老模式、服务机制及政策配套体系研究；青年发展与

就业研究；四川生态体系变迁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重大决策社会

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四川民族地区宗教社会学研究；民族地

区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研究；西部社会学史研究。 

 



 

 

人口学  新常态下四川劳动人口供给变化研究；人口转变对

于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变化趋势与四川

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研究；四川民族地区的人口发展问题

研究；四川发展养老健康服务业问题研究；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

育两个孩子政策后四川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研究；四川人口红利变

化与经济发展研究；四川人口变动趋势与长期均衡发展研究；四

川家庭能力建设与家庭发展研究；劳动人口的长期大规模省外输

出对四川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四川农村留守家庭与留守人口

问题研究；四川农村流动人口返乡就业创业问题研究；新型城镇

化与四川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研究；四川人口城镇化的变动发

展趋势与动力机制研究；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四川未来经济发展的

制约影响研究；四川养老服务资源的供给规模与配置效率研究；

四川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研究；四川民族地区人

口健康问题研究；四川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与教育事业发展问题研

究；未来十年四川人口增长研究；“十三五”期间四川劳动力市场

供求趋势预测研究；“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进农村“精准扶贫”全

面消除绝对贫困人口研究；四川贫困人口现状分析研究；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改革研究；四川计划生育历程回顾与评价研究；四川

贫困地区如何开展精准扶贫问题研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

研究。 

 

民族问题研究  四川省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进一



 

 

步深化四川省民族地区依法治理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习惯法研

究；藏羌彝走廊民族关系研究；四川民族地区宗教社会适应性研

究；四川省信教民众的现状调查及趋势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宗

教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城镇化进程中藏羌彝走廊民族文化资源

保护与传承研究；四川省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数字化建设研究；

四川省少数民族史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濒危口传文化资源的抢

救性保护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四川省

民族地区的差异化政策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及政

策研究；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四川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川藏走廊对五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研究；四川

省民族地区特色传承优势产业的调整优化升级研究；城镇化进程

中四川省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与民生改善研究；四

川省高海拔民族地区草地沙化与民生改善研究；新常态下四川省

民族地区现代农牧业、现代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思路与政

策支持研究；“互联网+”对四川省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四

川省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新模式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连片扶贫与

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健康中国 2020”战略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施研究；四川

省民族地区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突发事件

的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减灾防灾研究；城镇化进

程中四川省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与社区管理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思想研

究；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研究；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复兴与国际政治新议题的设置研

究；重要双边关系研究；东北亚地区研究；中东研究；欧盟研究；

东盟研究；南亚地区研究；中非关系研究；中国边疆安全与发展

的外部环境研究；中国海洋利益研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研

究；“一带一路”构想与中国国内区域发展研究；“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议”影响研究；跨国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国际自由

贸易协定研究；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比较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吸

引外国投资的法律、政策研究；网络空间与国际政治研究。 

 

历史学  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历代治蜀名臣研究；历代四川

与中央关系研究；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西南交通史研究；巴

蜀早期文明研究；四川教育史研究；历代四川人口与移民史研究；

四川经济史研究；巴蜀历代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巴蜀妇女史研究；

四川历代山城寨堡研究；古代巴蜀的对外开放问题研究；历代巴

蜀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蜀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四川历代城

乡关系研究；四川抗日战争史研究；近现代四川革命史研究；从

历史看四川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与西部边疆

稳定和发展关系研究；近现代四川社会变迁研究；近现代四川留

学生研究；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研究；四川革命老区研究；近现代

四川基层社会变迁研究；四川历代灾荒与社会救济研究；巴蜀学



 

 

术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四川的传播及

其影响研究；四川学术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研究；近现代四川与国

外境外学术文化交流研究；近现代四川城市史研究；近现代川康

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民国时期四川基层政权研究；四川城

镇化历史研究；当代四川社会发展研究；四川清代与民国档案收

集整理与研究；全球史研究；文明交流与碰撞研究；世界历史上

的重大社会转型研究；欧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阶级、种

族与性别矛盾研究；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

与完善研究；美国移民与国家认同研究；美国西部开发研究；美

国边疆史研究；美国现代家庭与性别角色研究；拉丁美洲国家民

族主义与现代化研究；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国现代化以及与

中国的关系研究；儒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学经典整理与研究，

国学教材与教育研究，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与道德重建研究，国学

信仰体系研究，国学价值体系研究，国学知识体系研究。 

 

考古学   四川史前与夏商周时期的环境变迁与人地关系；

四川地区史前到商周时期农业考古；西南地区史前到先秦两汉时

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古代西南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交流

与传播；先秦两汉时期的巴蜀手工业考古；四川地区秦汉时期聚

落研究；青藏高原东部的文化互动与民族迁徙。四川地区古代交

通遗存调查与研究；四川地区佛、道教遗存调查与研究；成都唐

宋城市考古；四川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四川文物与博物



 

 

馆学研究。 

 

宗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系列论述研究；积极引

导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方法研究；宗教与国家认同研究；

海内外民间道经的收集整理与研究；道教“自然”美学思想研究；

四川地方道教仪式研究；青城山道教文化研究；宗教与巴蜀社会

关系研究；藏彝走廊少数民族宗教与地方社会治理研究；康藏地

区藏传佛教与当地社会稳定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传承与

社会和谐稳定研究；“宗教极端势力”与西南社会稳定对策研究；

外来宗教对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的渗透与对策研究；中国寺观文化

史研究；南北传《阿含经注释》比较；历代佛教自我管理制度研

究；《瑶族宗教经书与道教科仪经书文化内涵比较研究》；《滇

西北多元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基督宗教文字出版事业研究；

《圣经》文学研究；天主教道德理论研究；《新约》中的基督形

象研究；藏彝走廊基督宗教传教活动研究。 

 

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系列讲话精神研究；中国梦的

美学阐释；西南边地文学期刊研究；四川近现代史与李劼人的文

学叙述；四川新兴作家群研究；抗战时期电影文化研究；四川现

当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影响研究；四川现当代作家与民间文学关系

研究；当代文学代际作家作品研究；变动社会中的文学关系研究；

四川作家与中国乡土文学经验；网络文学的作家主体性问题研



 

 

究；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古代文学的贯通问题研究；海外华文

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评奖机制问题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产

业研究；网络社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民国

文化研究；四川现代边缘作家研究；四川当代重要作家研究；四

川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大西南文学研究；地

方民间文化文献整理与研究；佛教道教文学研究；四川晚清民初

文学研究；古代蜀地文人与入蜀文人的“四川书写”；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四川戏剧在地性实践研究；当代中外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研究；欧洲中国文学研究；海外汉学研究；中华文化跨文化

传播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传承与创新；当代符号学新视野。 

 

语言学  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

译佛经用语研究；禅籍文献用语研究；道教文献用语研究；其他

宗教群体的汉语文献用语研究，；汉语变异与规范研究；汉语新

词新语研究；汉语流行用语研究；网络用语研究；传媒用语研究；

方言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推广研究，；汉语与外语的比较

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方法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与汉

语学习研究；四川各地方言现状描写；四川方言的历史来源研究；

四川方言地图研究；四川境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四川地区

少数民族语言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四川地区民族语言接触研

究；少数民族语言机器处理研究；四川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使用

现状和语言态度研究；外语书面语的教学方法研究；外语口语教



 

 

学研究；汉语外译研究；结合汉语实际的语言基础理论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  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传播思想研究；网络治

理法治化研究；中国发展新闻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公共新闻

传播研究；媒体融合发展创新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舆情监

测研究；“互联网+”背景下的传媒产业变革研究；发展传播学视

野中的自媒体研究；数字时代西部发展传播研究；新媒体环境下

宣传工作策略研究；互联网时代基层传媒的服务化转型研究；主

流媒体提升舆论引导力研究；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提升主流媒体

国际话语权研究；藏区传媒发展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研究；青少年移动互联网使用及行为研究；新媒体舆论引导研究；

网络舆论场的新特点、新趋势研究；网络非理性舆论引导研究；

传媒引导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路径研究；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网

络构建和社会动员模式研究；四川报业数字化发展研究；四川广

电节目评估体系研究；四川省学术期刊转型研究；四川广播电视

广告经营创新研究；四川网络媒体公信力建构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互联网+与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发展

研究；图书馆建设与高校核心竞争力研究；四川省乡村图书馆建

设研究；民族地区公共图书馆建设研究；大数据时代情报学理论

创新研究；大数据时代四川省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大数据时

代地方情报信息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大数据、自媒体时代政府



 

 

信息公开与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研究；科技情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四川省全民阅读推广创新研究；自媒体时代移动图书

馆阅读研究；古籍与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民族文献整理与研究；

地方志编纂、旧志整理与研究；地方历史档案保护、整理与研究；

图书馆特色文献建设研究；重大事件口述史文献整理；大数据时

代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四川省高校图书馆数据应

用管理平台建设研究；四川民族地区民族宗教文献整理研究；四

川省历史档案抢救性保护与整理研究。 

 

体育学  习近平总书记体育观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研究；新

常态下四川体育创新发展研究；体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

性研究；四川体育发展方式相关性研究；社会转型时期体育的价

值与功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政府职能转变与体育社团发

展研究；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研究；公共体育服务指标体系与

评估体系研究；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构与实践研究；社会力量参

与公共体育服务研究；四川体育产业优化发展路径研究；区域性

体育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流动人口体育生活方式研究；

社会变迁中城市社区体育研究；农村体育发展研究；学校体育相

关问题与贫困地区体育教育推广的相关研究；四川民族传统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整理研究；四川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表

达与传承研究；四川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四川体育旅游与休闲运动融通性研究；校园足球发展路径研



 

 

究；老龄体育需求与行为研究；四川省青少年体质健康与促进研

究。 

 

管理学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地方经济与公共服务研

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信息化与地方政府管

理研究；权力清单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整合研究；地方政府治

理创新体系与指标研究；社会保障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新

常态下国企改革与公司治理研究；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决策机制

与风险防范研究；新兴 IT 技术（社交网络、大数据、新兴市场

等）下的管理方式变革研究；低碳、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性发

展的系统研究；数据驱动下的管理研究方法创新；预防性管理决

策研究与应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会计

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审计理论

与方法创新研究；会计准则建设与优化研究；“一带一路”与农业

“走出去”问题研究；农村资源市场化研究；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研

究；四川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智慧农业研究；四川农业机械化研

究；四川农业产业时空布局研究；农牧产业融合研究；农村生态

环境治理研究；创新驱动战略与地方治理转型研究；地方社会建

设与社会政策研究；区域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公共治理研究；四川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结构与布局研究；四川城市主体功能区建设的

网络治理研究；双边市场环境下的供应链协调研究；中国企业全

球化竞争的财务战略研究；财务信息和宏观应用研究；审计质量



 

 

提升路径研究；审计与金融安全研究；审计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研究；证券市场波动与企业风险防控研究；管理会计方法创新研

究；会计领军人才培养效果研究；地方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研究；

高铁国际化的管理规范研究。 

 

教育学  四川教育历史与本土教育学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升

级与四川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新城镇化进程中教育资源优化与结

构布局战略研究；西部、农村、民族地区的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未来教

育战略问题研究；教育信息化与学校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教育国

际化与学校教育模式创新研究;学校办学顶层设计与特色发展研

究；公民道德教育与学生心理健康研究；法治化条件下学校教育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学生的学习力与学校课程建设研究；学

科核心素养与高考改革研究；青少年学生的公共理性培育研究；

四川省中小学校的诚信教育调查研究；高等学校（职业院校）产

学研协同创新研究；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协同创新研

究；教师培训模式创新与教师流动机制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与

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四川省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研究；

四川省中高职业教育有效衔接机制研究；四川省“9+3”职业教育

的深化与发展研究；四川省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研究；网络

社会青少年学生发展心理研究；四川省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研究；四川地方高校发展创新研究；四川省一流学科建设模式创



 

 

新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学前教育改革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留

守儿童教育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进展研究;四川省民

族地区教育信息化进展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新课程改革实施研

究;民族地区学校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实践模式创新研究；四川

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特色发展模式研究；四川省民族地区民族团结

与国家认同教育研究。 

 

艺术学  四川艺术发展史研究；四川艺术文化史研究；四川

艺术对外交流史研究；四川艺术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四川重要

艺术流派及其艺术特色研究；历史时期四川重要艺术家研究；四

川文化遗产景区艺术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巴蜀传统艺术研究；

四川藏羌彝走廊艺术文化研究；四川区域艺术本土特色研究；四

川民族地区艺术发展研究；四川民间艺术现状与发展研究；四川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四川当代主要艺术家（群体）

研究；转型时期四川重要艺术展演机构（物馆）研究；四川艺术

创意产业现状与发展研究；四川艺术产业竞争力研究；四川艺术

品交易市场研究；四川艺术品消费研究；四川艺术文物管理机制

与方法研究；四川公共艺术服务体系建设研究；艺术服务于城市

社区的功能与模式研究；艺术服务于四川农村生活研究；四川艺

术教育体系现状与问题研究；四川艺术人才创新创业研究；四川

艺术产学研一体化研究；大数据时代艺术与科学技术融合发展研

究；信息化时代艺术对人格培养与心灵塑造作用研究；网络和新



 

 

媒体技术下四川艺术传播形态研究；四川大众审美与艺术需求研

究；艺术创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四川艺术发展战略研

究；四川文艺工作者素质建设研究；新形势下四川艺术创作思潮

正确导向研究；四川文艺发展与创新思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