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川社联发 〔２０１８〕 ３３ 号

关于开展 ２０１８ 年 “天府社科菁英”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 党校、 科研院所ꎬ 各省级有关科研单位ꎬ

各市州社科联:

为落实 «四川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２０１８ 年 “天府万人计划” 申报工作的通知» (人才办

〔２０１８〕 ８３ 号) 的总体部署和要求ꎬ 切实做好 ２０１８ 年

“天府万人计划” 社科菁英项目申报推荐工作ꎬ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支持对象

２０１８ 年计划在全省范围内遴选支持 ２０ 名天府社科菁

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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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报条件

(一) 基本条件

１ 拥护党的领导ꎬ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ꎬ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功底ꎬ 遵纪守法、 严谨治学ꎬ 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学术品德ꎻ

２ 一般应当取得博士学位ꎬ 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ꎻ

３ 年龄在 ４０ 周岁以下ꎬ 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ꎻ

４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团队组织能力ꎮ

(二) 除具备上述基本条件外ꎬ 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两

项及以上:

１ 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四川省社会科学规

划重大项目的负责人ꎻ

２ 获得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或者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 二等奖

(含) 以上的主研人员ꎻ

３ 研究成果被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要成果

专报» 刊登ꎬ 并得到省部级及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ꎬ

有效实现成果转化ꎻ

４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上发表过专业论文 ５

篇 (含) 以上ꎮ

２



三、 申报程序

２０１８ 年 “天府万人计划” 社科菁英项目采用网上申

报和纸质申报并行的方式进行ꎮ

(一) 网上申报ꎮ 各单位组织符合遴选条件的个人申

报参评ꎬ 采取单位党委 (党组) 审定的方式ꎬ 经公示后

确定本单位的推荐人选ꎮ 登录 “四川人才工作网”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ｒｃｇｚ ｃｏｍ / ) “项目申报” 平台ꎬ 通过 “天府

万人计划申报管理系统” 进行网上申报 (填报前务必认

真阅读 «申报指南»ꎬ 严格按照统一要求上传文件)ꎬ 时

间为 １０ 月 ８ 日—１０ 月 １９ 日ꎮ

(二) 纸质申报ꎮ 网上申报完成并经相关管理部门审

核通过后从申报系统中打印纸质 «申报书» 及推荐人选

信息汇总表ꎬ 完成签字、 盖章等手续ꎬ 于 １０ 月 ２０ 日前

将申报件材料报送省社科联ꎮ

四、 专家推荐

省社科联同步启动设立天府社科菁英评审专家库工

作ꎬ 请各推荐单位积极推荐专家人选ꎬ 将推荐函和推荐

评审专家名单 (各两份ꎬ 加盖公章) 与申报件材料一并

报送省社科联ꎮ

五、 注意事项

(一) 首次申报的用人单位应将单位全称、 联系人及

联系方 式 等 材 料 盖 章 并 扫 描 后ꎬ 发 至 申 报 专 用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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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ｒｃｘｍｓｂ＠ １６３ ｃｏｍ)ꎮ 省人才办工作人员审核后ꎬ 将通

过电子邮件反馈用户名及密码 (与省 “千人计划” 申报

系统可通用)ꎬ 用人单位方可登录申报系统ꎮ

市 (州) 相关部门推荐人选同步报市 (州) 人才办

备案后ꎬ 由市 (州) 人才办统一审核并通过网上报送相

应平台部门ꎮ

(二) 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ꎬ 注重标志性成果的

质量、 贡献、 影响ꎬ 申报人填报的承担项目、 论文、 著

作、 获奖等ꎬ 每类一般不超过 ５ 项ꎮ

(三) “天府万人计划” 杰出人才、 领军人才的入选

者原则上不得申报本项目ꎮ

(四) 符合条件的国家 “万人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

入选者ꎬ 可申报纳入天府社科菁英项目ꎬ 不占遴选名额ꎮ

(五)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 附件材料及推荐人选信

息汇总表ꎬ 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须完全一致ꎮ «申报

书» 和附件材料应分别装订ꎬ 封面、 封底统一用 １１０ 克

以上白色 Ａ４ 亚光纸胶装ꎬ 正文须双面印刷ꎮ «申报书»

需报送一式 １２ 份、 附件材料一式 ３ 份ꎬ 推荐人选信息汇

总表两份ꎬ 须加盖公章ꎮ

六、 有关要求

(一) 各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ꎬ 迅速组织开展推荐申

报和审核把关工作ꎬ 严格组织实施评审ꎬ 确保人选质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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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把那些代表性强、 业绩突出的高层次人才推荐上来ꎮ

(二) 各级组织和个人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

性负责ꎬ 确保申报信息真实、 完整ꎮ 对于申报材料弄虚

作假的ꎬ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报资格ꎬ 并暂停所在单位

下一年度的推荐资格ꎮ 涉密材料不通过网上申报ꎬ 可加

密后单独报送纸质材料ꎮ

联系人: 省社科联规划评奖办　 黄兵　 赵静　 涂海燕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６４２３６９８３　 ０２８－６４２３６３７２

０２８－６４２３６２９２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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