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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社科联字〔2020〕6 号

关于设立山东社科智库沙龙
重大调研咨询项目和公开征集项目研究团队的

通 知

各市、大企业社科联，各高校社科联，各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

各高校、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科研处（社科处、文科

处），各有关社科研究机构（基地、中心、所）：

为切实发挥社科界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思想库”和

“智囊团”作用，激励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关注现实、服务决

策，努力推出可行性强的对策建议，经研究， 2020 年将设立

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并面向全省公开征集项目研究团队，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设立目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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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为目的，

以打造山东社科智库沙龙调研咨询型智库平台为目标，紧扣省

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紧跟最新形势要求、聚焦社会热点问题，

坚持研判超前、问题精准、对策具体、服务高效的原则，通过

遴选、组建研究团队，全程搞好项目的前期规划、中期调研和

后期推介，组织团队成员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

前瞻性的决策研究和研讨交流，切实发挥好资政服务作用。

二、申报事宜

（一）申报时间

2020 年 3 月 6 日—3 月 21 日

（二）申报数量

全年共设定 10 个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当前先发布申报 7

个项目，之后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最

新部署要求，适时递补发布申报 3 个项目，请及时关注省社科

联官方网站。

（三）申报条件

1.凡在我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正高级职称教师及科研

人员均可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负责人除在选题及对策建

议报告撰写上对团队进行指导外，还需能保证亲自带队进行实

地调研。

2.项目团队由项目负责人根据情况自行组建，原则上以专

职研究人员为主体，团队成员一般为副教授以上职称或经常从

事调研工作的人员担任，人数在 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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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只接受团队申请，由项目负责人牵头申请。

（四）选题确定

7 个重大项目选题原则上要从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

咨询项目选题中选择确定（见附件 1）。如申报者有与以上选

题紧密相关的其他选题，经与省社科联学术部沟通同意后亦可

申报。每个团队只能申报一个选题。

三、项目实施

项目一旦确定后，须开展以下工作：

（一）调研论证

1.集中开展调研论证时间为 2-6 个月，具体时间由各团队

根据需要可适当调整，但一般不少于半个月。

2.项目负责人需亲自带队进行实地调研、商讨论证，并留

存调研和论证记录备案，包括简要文字、视频与图片资料。

3.调查地点须有代表性，可为省内的一地或多地，注意调

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握好方式方法。

（二）中期评估

1.调研结束后各团队要抓紧撰写对策建议报告，在撰写的

内容和角度等方面要保持与省社科联学术部的全程沟通，报告

需从选题总体层面上撰写 1 篇，从选题某个角度撰写 1-4 篇，

总篇数不少于 2 篇，每篇 3000 字左右。

2.报告内容需将侧重点放在具体对策措施上，即回答好

“怎么办”，对策建议内容需具体、详细、可行、有新意，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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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大而化之、不切实际、应付了之。要注意全面把握我省已经

制定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防止报告内容重复。

3.项目发布方将组织专家对基本成熟的报告予以中期评估。

（三）举办沙龙

通过中期评估且具备条件的项目以举办山东社科智库沙龙

的方式择机推出。

1.沙龙举办集中时间为 4—9 月，各团队可根据进度向省

社科联申请举办沙龙，进行研讨、对话、总结，届时将由省社

科联负责把关、确定规模和邀请对话嘉宾。

2.沙龙举办期间，各团队需由专人做好记录，在认真听取

对话嘉宾意见建议基础上对对策建议报告进行修改。

3.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仍未撰写好对策建议报告初稿的

团队，将取消结项资格，收回拨付款项，且项目负责人 5 年内

不得申报相关项目。

（四）项目验收

沙龙举办后一周内，由团队修改、交送对策性建议报告呈

报稿，经省社科联学术部把关形成《山东社科成果专报》，上

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参阅。项目验收形式为对策建议报告获得省

委省政府副省级以上领导批示，验收完成予以颁发项目结项证

书。

四、保障措施

（一）协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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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团队确定后，签订双方协议，对项目进度、经费使

用与分配、验收结项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

2.协议一式三份，除双方各执一份外，团队所在单位科研

管理部门留存一份备案，参与项目管理。

（二）经费保障

1. 每个团队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

2.经费分两次划拨，协议签订后拨付 1/2 项目启动费，通

过中期评估且上交报告终稿后拨付余款。

3.各团队应严格遵守协议规定，按照中央和我省科研经费

使用要求，科学规划费用支出，如有超支，不予增补。

4.对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肯定性批示的项目进行一次性资

助。

5.为有效服务科学决策，鼓励本项目实施者所在单位给予

相应项目资助匹配支持。

五、申报方式

（一）申报团队需认真填写《2020 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

重大调研咨询项目申请表》（附件 2）一式 3 份，同时填报

《2020 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活页》（附件

3）一式 10 份。

（二）申报资料由申报单位审核盖章后统一邮寄，封面请

注明“2020 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申报资料”

字样，并同时发送电子稿。

（三）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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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牛秀琳

联系电话：0531-82866270

电子邮箱：niuxiulin2004 @163.com

邮寄地址：济南市舜耕路 46 号 604 室（山东省社科联学

术部）

邮政编码：250002

六、其它事宜

（一）本项目涉及的所有成果归省社科联所有。

（二）本通知由省社科联学术部负责解释。

附件：1.2020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选题

2.2020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申请表

3.2020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活页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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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
选题范围

1.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存在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2.山东海洋优势产业培育问题研究

3.省会、胶东、鲁南三大经济圈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

4.山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克难攻坚问题研究

5.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策略路径研究

6.青岛上合组织地方贸易合作示范区建设策略路径研究

7. 深化山东与日韩多层次合作的对策研究

8.“要素跟着项目走”生态机制构建研究

9.优化法治环境与深化营商环境建设问题研究

10.培育山东优良产业生态问题研究

11.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问题研究

12.山东创新型省份建设问题研究

13.“国企+民企”优势叠加机制创新问题研究

14.山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问题研究

15.民生保障重大模式改革创新研究

1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巩固脱贫成果机制研究

17.“人才兴鲁”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18.山东文旅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19.大运河山东段、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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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
申 请 表

所属院校 ：

课题名称 ：

项目负责人：

团队成员 ：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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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整体介绍

题 目

实地调研时间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实地调研地点

项目负责人 手机号

通信地址

电子邮箱

选题背景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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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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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案

1.调研地的选择及说明

2.调查研究方法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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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优势及说明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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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团队介绍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院系 职务职称

是否曾撰写过对策建议稿（撰写时间、题目、提交对象等）：

曾否被省领导批示（批示基本情况）：

研究方向及专业成果介绍（不少于 300 字）：



14

团队其他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院系与专业 联系电话

此页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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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选题及团队能力评价（不少于 300 字）

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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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调研活动日程

时间安排

起止时间 阶段 主要事项

前期

筹备

实地

调研

举办

沙龙

报告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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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调研活动费用预算

费用预算明细

项目内容
单价

（元）
单位 数量

合计

（元）

交通

住宿

餐饮

劳务

其他

总 计：（大写）

团队领队签名：

全体成员签名：

银行账号（公用）：

开户行（具体到支行）：

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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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以上由省社科联学术部填写）

2020年度山东社科智库沙龙重大调研咨询项目

活 页

项目名称：

1.本项目选题的意义和应用价值，主要包括项目选题的目的意义，省内外

相关项目情况，项目对当前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为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情况；2.本项目的基本思路、基本框架、主要观点、项目形式；3.体现项

目承担者研究能力、写作能力的相关成果。

文字表述中不得直接或间接透露个人相关背景材料，否则取消参评资格。

可加页。

项目类别 项目序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