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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关于征集2023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需求的通知

各市（州）科技局，省直有关部门：

为编制好我省2023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申报指南，发挥好

软科学研究对全省经济、社会和科技决策的支撑作用，充分吸纳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和建议，按照科技厅计划管理工

作安排，现就公开征集2023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需求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

工作支撑类项目。

二、征集范围

1.省级有关部门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组织报送

涉及本行业领域需要科技支撑的软科学研究需求。

2.各市（州）科技局重点围绕全省科技创新工作重点任务、

厅市（州）会商议定事项以及党委、政府重点工作安排，提出相

关软科学研究需求。

3.科技厅编制软科学项目指南时，将结合各市（州）科技局、

省直有关部门提出的项目需求，择优进行支持。

四 川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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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送要求

1.各市（州）科技局和省直有关部门报送项目需求不超过2

项。

2.不受理涉密科技项目，科技项目需求中不能填写涉密的研

究内容和技术指标。

3.请按照项目需求征集参考模板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并于5

月7日18:00前将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及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联 系 人：科技厅规法处邹方政 卢忠伟

联系电话：（028）86725701 86668420

邮 箱：328834672@qq.com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2022年4月25日



—3—

附件1

软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方向
（一级目录15个，二级目录93个）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备注

1 发展战略研究

1.1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

1.2 双城经济圈战略研究

1.3 “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研究

1.4 科技创新战略研究

1.5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1.6 区域发展战略研究

2 发展规划研究

2.1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

2.2 科技创新规划研究

2.3 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2.4 区域发展规划研究

2.5 人才发展规划研究

2.6 社会发展规划研究

3 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3.1 技术预测研究

3.2 现代制造业发展研究

3.3 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

3.4 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3.5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3.6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研究

3.7 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3.8 新经济发展研究

4 区域发展研究

4.1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研究

4.2 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4.3 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4.4 产业园区建设研究

4.5 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4.6 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5 开放合作研究

5.1 立体全面开放体系研究

5.2  “一带一路”开放合作研究

5.3 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研究

5.4 国际科技合作研究

5.5 区域创新合作研究

5.6 院地校地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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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备注

6 科技体制改革研究

6.1 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研究
6.2 基础研究体制机制研究
6.3 技术攻关体系研究
6.4 成果转化体制改革研究
6.5 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
6.6 高校院所创新改革研究
6.7 科技监督评价体系研究
6.8 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研究
6.9 科技安全工作研究

7 科技创新政策研究

7.1 综合性创新政策研究
7.2 企业创新政策研究
7.3 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7.4 双创政策研究
7.5 引才引智政策研究
7.6 科技金融政策研究
7.7 知识产权政策研究

8 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8.1 科技创新指标研究
8.2 创新型省份建设研究
8.3 创新型城市（县）研究
8.4 区域协同创新研究
8.5 科技园区发展研究
8.6 创新平台建设研究
8.7 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研究
8.8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研究
8.9 科学普及研究

9 经济政策和制度研究

9.1 宏观调控政策研究
9.2 财税体制改革研究
9.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9.4 农业农村改革研究 
9.5 国资国企改革研究
9.6 民营经济发展研究
9.7 要素市场化配置研究

10 生态文明体制研究

10.1 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研究

10.2 国土空间保护研究

10.3 环境污染治理研究

10.4 资源节约利用研究

10.5 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5—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备注

11 民生保障制度研究

11.1 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研究

11.2 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11.3 教育体制研究

11.4 就业政策研究

11.5 扶贫机制研究

12 公共卫生健康研究

12.1 医药卫生体制研究

12.2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研究

12.3 传染病防治理论研究

12.4 重大疾病防治理论研究

13 社会治理体制研究

13.1 安全生产风险防控研究

13.2 食品药品安全研究

13.3 防灾减灾救灾研究

13.4 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13.5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13.6 民族宗教政策研究

14 政府治理体系研究

14.1 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14.2 法治政府建设研究

14.3 重点领域立法研究

14.4  “放管服”改革研究

14.5 重大风险防控研究

15 党的建设研究

15.1 党的理论研究

15.2 党内法规研究

15.3 党内制度研究

15.4 党风廉政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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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软科学研究项目需求征集参考模板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序

号
研究方向 项目名称 研究内容（限150字以内） 研究目标（限150字以内）

预期目标 实施

年限

经费

预算

拟承担

单位必选项 自选项

1

7 科技创

新政策研

究>7.2 企
业创新政

策研究

企业主导的

产学研创新

联合体建设

模式及政策

制度研究

围绕解决我省产学研协同创新不足的

现实问题，重点开展理论体系、主体

地位、建设模式、政策制度等研究。

1.研究我省产学研协同创新现状与问

题；2.研究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

新理论；3.研究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创

新联合体建设模式；4.研究企业主导

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政策制度。

形成推动我省建设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创新联合体的政策建议和研

究报告，为进一步开展以企业为主

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关问题研

究理论夯实基础、积累研究成果，

为推动我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和

治理机制提供参考。

政策建议2条

研究报告1篇

论文1篇

专著 部

专利 项

技术标准 项

其他 项

2年
10万

元

西南科技

大学

2
政策建议 条

研究报告 篇

论文 篇

专著 部

专利 项

技术标准 项

其他 项

2年
万

元

说明：1.项目需求请按附件1明确的研究方向填报。2.表中“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请认真提炼，注重质量，严格控制字数。3.表中

的预期目标“必选项”中的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都要填写。4.表中“实施年限”不作更改，“经费预算”10—30万元。5.拟承担单位一般为

高校、院所或者行业协会等单位，不建议党政机关作为承担单位。6.请注意项目排序，指南编制时将根据项目顺序选择项目进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