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哲学社会科学类参赛作品参考题

为贯彻 “挑战杯冶 竞赛的宗旨, 帮助参赛学生将所学知识

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更好地进行参赛作品选题制作, 特请

有关专家拟定了本参考题目。

总体要求: 鼓励参赛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 六中全会重要精神, 结合对经济建设、 政治建

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要求, 用建设

性的态度和改革发展的眼光, 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典型调查, 以小见大, 独立思考, 了解新情况, 反映新问题, 体

认新实践, 研究新经验, 深刻认识国情, 拓展时代视野, 加深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和制度的理解和把握, 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培养实事求是、 以人为本、 与时俱

进、 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和科学严谨的精神, 锻炼运用科学理论

认识、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赛的作品, 论文类每篇在 8000 字以内, 调查报告类每篇

在 15000 字以内。 为党政部门、 企事业单位所作的各类发展规

划、 工作方案和咨询报告, 已被采用者亦可申报参赛, 同时附上

原件和采用单位证明的复印件和鉴定材料等。

本届组委会不接受没有列为竞赛学科的作品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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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类

摇 摇 1.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2.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 推进发展改革

的典型调查

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和经验典型调查

4. 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典型调查

5. 建构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研究

6. 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8.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和经验典型调查

9. 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实践与经验调查研究

10. 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践和路径创新调查

研究

1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

信、 文化自信典型调查

经济类

摇 摇 1. 农村 “精准扶贫冶 典型与经验调查研究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富实践的典型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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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五大发展理念成功案例调查研究

4.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调查

5. 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典型调查

6. 智慧城市建设多种模式的典型调查

7. 农村社会保障与公共事务治理典型与经验调查研究

8. 我国粮食和农产品安全的调查研究

9.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研究

10.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新兴产业的典型调查

11. 扩大国内需求, 刺激消费需求的实践和经验调查研究

12. 发挥区位优势、 推动老少边贫地区发展的调查研究

13. 互联网推动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调查研究

14. 互联网金融风险典型调查研究

15. “一带一路冶 战略与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的理论

与实践

16. 我国物联网服务业的崛起、 发展与创新调查研究

17.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实践和经验的调查研究

18. 各地推动 “双创冶、 提振经济、 扩大就业的典型调查

19.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案例调查

研究

20. 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开拓和模式创新的典型调查

21. 活跃和完善中国式劳动力和人才市场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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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普惠金融发展案例的典型调查

23. 各类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调查

24. 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驱动问题调查研究

25.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的典型调查

26. 21 世纪我国企业 “走出去冶 的典型调查

27. 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典型调查

28. 各地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与创新调查分析

29. 资源节约型企业典型调查

30. 工业化后期企业管理创新典型调查研究

社会学类

摇 摇 1. 各地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型调查研究

2. 各地加强和完善社区建设和服务的实践和经验调查研究

3. 改善促进民生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典型调查研究

4.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新举措新经验调查研究

5. 社会诚信、 商务诚信、 政务诚信建设实践和经验调查

研究

6. 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分析

7. 我国当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单项调查

8. 就业方式和就业观念转变的调查研究

9. 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调查研究

10. 各地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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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1. 社会安全感现状和原因调查分析

12. 社会转型中妇女地位变化调查研究

13. 社会变迁与消费转型的调查研究

14. 我国社会组织依法自治、 发挥作用的改革创新调查研究

15. 社会工作服务活动和组织建设的调查研究

16. 我国社会救助工作体制和状况调查研究

17. 我国志愿者事业的发展状况和影响调查研究

18.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的典型调查研究

19. 社会办医, 非盈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与改革调查研究

20. 城市务工人员医疗保险改革和创新典型调查

21. 大众传媒中表达的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调查

22. 时尚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

23. 网络发展及其对青少年影响的调查

24. 公众的环境生态意识及其测评研究

25. 当前社会心态变化趋势研究

26.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法律类

摇 摇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研究

2. 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实现机

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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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宪法的实践和经验研究

4. 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实践与经验调查

研究

5. 物权法实施问题研究

6. 知识产权法问题研究

7. 刑事法律问题调查研究

8. 我国民事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9. 未成年人法律保护问题调查研究

10. 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和创新实践调查研究

11. 社会舆论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

12. 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13. 我国文化、 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问题调查

研究

14. 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和建设实践与经验调查研究

15.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典型调查研究

16. 网络空间法治问题研究

17. 电子商务立法研究

18. 网络安全立法研究

19. 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问题研究

20. 反腐败国家立法与监察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21. 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22. 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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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

摇 摇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和我国教育的发展与

改革

2. 创新型国家建设与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调查研究

3. 新时期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创新的调查研究

4. 新世纪我国大学教育教学发展、 创新和改革的典型调查

研究

5. 各地解决中小学应试教育现象的举措和经验调查研究

6.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创业本领和实践能力教学改革的典

型调查

7. 学校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质的改革与创新调查研究

8. 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的调查分析

9. 中小学加强和创新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的典型调查

10. 各类学校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

做法和经验调查研究

11. 各类学校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经验调查

研究

12. 各地逐步缩小区域、 城乡、 校际教育资源差距的举措和

经验调查研究

13. 国家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举措和成就调查研究

14. 中外学校间学生交流活动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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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建设学习型社会、 完善终身教育实践的调查研究

16. 大学生自主创业案例研究

17. 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教学应用的调查研究

18. 校园文化、 学生社团的调查研究

19.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及思政课创新实践的经验调查研究

管理类

摇 摇 1.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转型、 行政改革和法治政府建设

的典型调查

2. 电子政务建设现状和问题的调查分析

3. 电子商务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展创新的典型调查研究

4. 新型科技企业管理和服务创新的调查研究

5. 社区物业管理体制和模式的典型调查

6. 大型零售企业物流系统发展调查

7. 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的调查研究

8. 我国企业家队伍成长发展的调查分析

9. 资源、 环境、 生态保护和管理体制问题调查研究

10. 企业在创新转型升级中崛起和发展的典型调查

11. 中国特色企业管理模式创新调查研究

12. 食品卫生安全监管体制、 机制与状况的调查研究

13. 医疗与药品的监管体制、 机制和现状的调查

14. 工矿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和状况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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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世纪我国商会 (企业和企业家协会) 建设新进展、

新作用调查研究

16. 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典型调查研究

17.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购买公共服务改革的典型调查研究

18. 便民快捷健全的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的调查研究

19. 各地建立和完善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实践和经验的调查

研究

20. 基层政府推进政务公开、 信息公开的调查研究

21. 各地落实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有序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的实践和经验调查研究

22. 在进一步简政放权改革中基层政府管理和服务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的调查研究

23. 基层腐败治理问题的典型调查

24. 县乡政府管理成本降低状况及存在问题的调查研究

25. 非政府组织管理有效性问题的典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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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2 月 16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