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2022 年福利彩票助力共同富裕课题申报指南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民政事业、彩票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深化对中国福利彩票事业重要理论、重大政策、重要举措和

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为推动福利彩票高质量发展提

供决策参考和意见建议，民政部直属单位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会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中国民政》杂志社共同举办 2022 年“福利彩票助力共同富

裕”系列课题研究，现发布有关申报指南，欢迎法学、商学、

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

科研究者积极参与。 

一、研究选题 

“福利彩票助力共同富裕”课题下设五个研究方向： 

（一）福利彩票在基础性分配制度中的功能和定位研究。 

福利彩票历经 35年的发展，形成了发行销售市场化、资

金管理预算化、使用方向公益化的格局，与初次分配、再分

配、第三次分配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基础性分配制度建设中

具有特殊的地位。此方向应系统梳理福利彩票发行销售、资

金筹集和使用的全过程，阐明福利彩票促进社会分配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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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界定福利彩票在基础性分配制度中的功能，就更好发

挥福利彩票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提出意见建议。 

（二）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福利彩票高质量发展途径与

模式研究。 

新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

遵循。当前，福利彩票发展面临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的考验。此方向应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针对福利

彩票发展面临的问题，研究提出福利彩票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具体模式与实践路径。 

（三）福利彩票安全运营与风险防范制度机制设计研究。 

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保障安全运行是福利彩票工作的重

中之重。此方向应对福利彩票发行销售的主要过程、重点环

节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细致梳理，借鉴有关国家（地区）、

其他行业有益经验，主要从制度机制设计角度，就福利彩票

更加有效加强风险防控、强化安全管理、保障安全运行提出

政策建议。 

（四）基于新媒体传播特点的福利彩票社会形象塑造研

究。 

新媒体具有互动性、社群性、多样性、个性化、碎片化

等特点，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影响。此方向应

从理论和案例分析两个方面着手，深入研究把握新媒体在信

息传播、意见表达、舆论影响等方面的鲜明特点，结合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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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社会形象塑造工作的实际需要，阐明理论见解，提出政

策建议。 

（五）消费升级之下的福利彩票发展生态研究。 

当前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居民在休闲娱乐、文化旅

游等方面的消费迅速增长，为福利彩票转型发展创造新机遇，

也提出新挑战。此方向应把握消费升级的一般规律，系统总

结彩票消费主要特征，找准福利彩票市场发展与居民消费升

级的契合点，就消费升级趋势下加快形成健康、可持续的福

利彩票市场发展生态提出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 

申报者可围绕以上研究方向，结合当前福利彩票实际以

及自身研究专长，设立具体研究课题并提出立项申请。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课题立项的负责人，应具有中级（含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博士学位，且为普通高等院校或科研院

所的正式教学人员或科研人员； 

（二）每位立项负责人原则上只能申报一个课题立项，

且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他立项的申报。立项负责人申

报时须征得课题组各成员本人同意，课题组成员最多参加两

个立项的申报。 

三、申报流程 

申报人需认真填写《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课题申

报书》（见附件 1），于 2022 年 5月底前（以寄出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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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寄送纸质版，同时以电子邮件形

式报送电子版，逾期不予受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将

组织专家对课题申请进行论证、遴选，确认立项名单后在民

政部官网（http://www.mca.gov.cn/）、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官网（http://www.cwl.gov.cn/）、中国社会保障

学会官网（http://www.caoss.org.cn/）、清华大学公益慈

善研究院官网（http://iptu.tsinghua.edu.cn/）以及其他

媒体上公布。届时获得立项的课题申报人与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有关单位签订课题任务书。举办方将为立项研究

提供一定经费支持。 

四、研究要求 

（一）课题研究须遵守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课题

管理要求，严格按照选题方向及研究重点设计研究内容和框

架，紧扣主题，摸清现状，解剖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和操

作性的政策建议。研究报告须观点明确、结构清晰、内容详

实、行文流畅，要达到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要求。 

（二）报告正文部分原则上不少于 2 万字。课题报告应

有案例、实证、调研数据分析，或者有国内外经验剖析，内

容不少于总报告字数的 1/4。课题报告中涉及的概念、理论、

背景、研究框架等请用简略和概述方式撰写，原则上不超过

1 千字。课题报告中基于数据研究、模型研究的结论和描述

需用通俗易懂方式表达，建议把数据研究、模型推导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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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附件。课题报告必须有不少于 3000 字的具有可操作性

的对策建议。 

（三）课题组需在 2022年 9 月 30 日前，以书面（3 份，

格式参见附件）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报送最终研究成果。清

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将组织专家对课题报告进行评审，没

有完成研究任务或研究成果不合格的课题，不予结题。 

（四）研究成果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和作者共

同所有，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享有课题成果发表、发

行、改编、汇编等相关著作权利。文字责任由课题作者负责。

如公开发表或发布的，应注明为“2022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管理中心课题研究成果”。 

（五）课题报告有关版式、注释及学术规范等要求参见

《课题报告写作要求》（附件 2）。 

五、立项支持 

我们拟向研究成果最终通过评审的课题提供以下支持： 

（一）课题负责人纳入福利彩票专家库，并积极邀请其

参与福彩相关政策制定、产品设计、市场拓展等工作； 

（二）研究成果择优在《中国民政》杂志（民政部政策

研究中心主办，民政部机关刊）、《社会保障评论》（中国

社会保障学会主办，CSSCI 期刊）上刊登； 

（三）选择 1-2个特别优秀的研究成果，深化为民政部

部级课题，在下一年度通过委托等方式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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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报要求 

申报电子邮件的主题及附件标题请规范填写申报者姓

名、具体题目及所在单位信息，示例：“李某某：××××

××××××研究（××××大学×××学院）”。 

七、联系方式 

（一）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10-58125725/5723 

（二）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公管学院 429室 

邮政编码：100084，联系人：高老师 

联系电话：010-62771789 

电子邮箱：xiaoligao@tsinghua.edu.cn 

 

附件：1.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课题申报书 

   2.课题报告写作要求 

 

 

mailto:xiaoligao@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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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课题申报书 

 

课题名称：___                     

负 责 人 ： ___                     

工作单位：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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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姓名   
性

别 
 

年

龄 
 

学历/

学位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领域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手    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课
题
参
与
人 

姓名 
性

别 

年

龄 
研究领域 

学历/

学位 

职务/职

称 
工 作 单 位 

       

       

       

       

       

       

       

       

课题组

成员主

要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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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

研究的

基本思

路、技

术路

线、研

究方法

及研究

框架

（1500

字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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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

课题研

究的条

件分析 

 

课题

实施

步骤

和时

间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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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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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题报告写作要求 

     一、关于封面、扉页、正文 

1.封面上方 1/3处，用宋体，三号字加黑，居中，写上

“2022 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课题研究报告”。 

封面 1/2 处，用黑体，小二号字，居中，写上课题报告

名称。 

封面下方 1/3 处，用仿宋、小三号字，居中，分三行，

分别写上：课题负责人，负责人所在单位，课题完成时间。 

2.扉页上方 1/3处，用黑体，小二号字，居中，写上课

题报告名称。 

扉页 1/2 处开始，用楷体，三号字，分行写课题负责人

和课题参与人，每个人名后用括号标注该人所在单位，性别，

职称，职务。 

3.正文：标题用黑体，小二号字，居中。报告需有 200-

300 字的摘要和 3-5 个关键词；正文用小四，仿宋，标题和

重要内容可加黑；行间距为 1.25倍行距；正文结构层次序数

为第一层为“一、”、第二层为“（一）”、第三层为“1.”、第

四层为“（1）”。正文中不要署课题参与人姓名。 

课题报告需同时提交电子文档。 

    二、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课题组应树立良好的学风和遵守学术规范，引用的文献、

资料及其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引用论点必须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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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断章取义。对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

说明可以采用注释方式处理。 

（一）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 

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

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

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

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注释采取页下注，注文排小 5号宋

体。 

（二）注释的标注格式 

1．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

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 

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

之后。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

使用最新版本。 

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第 43

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175页。 

2.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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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年月) 。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

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

版别。 

示例：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

3 期。 

3.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 

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

（选注项）。同名报纸应标示出版地点以示区别。 

示例： 

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 年 8月 22

日，第 2 版。 

4.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标题/论文性质/地点或学校/文

献形成时间/页码。 

示例：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

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 年，第 67 页。 

（2）手稿、档案文献 

标注顺序:文献标题/文献形成时间/卷宗号或其他编号

/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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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党外人士座谈会记录》，1950 年 7 月，李劼人档案，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档案室藏。 

5.转引文献 

无法直接引用的文献，转引自他人著作时，须标明。标

注顺序：责任者／原文献题名／原文献版本信息／原页码

（或卷期）／转引文献责任者／转引文献题名／版本信息／

页码。 

示例： 

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 年 10 月，转引

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823页。 

6.电子文献 

电子文献包括以数码方式记录的所有文献（含以胶片、

磁带等介质记录的电影、录影、录音等音像文献）。 

标注项目与顺序：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更新或修改

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引用日期。 

示例： 

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

进展》，1998年8月16日，

http://www.cajcd.cn/pub/wml.txt/980810-2.html, 1998

年10月4日。 

三、关于课题报告的印制 

1.论文外形尺寸以A4本为准。装订顺序为：封面、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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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目录（必要时）、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附

录（必要时）。 

2.正文中的图与表需要注明图序（序号）与图题（图

的名称）、表序（序号）与表题（表的名称）。图、表中文

字用六号书宋排版。 

图表标号采用如下方式：  

    表1-1，1-2，……表6-1，6-2，……（标在表上方左

上角处）；表的名称与表的序号同行，排在表的上方。 

图1-1，1-2，……图6-1，6-2，（标在图的下方）；图

的名称与图的序号同行，排在图的下方。 

3.课题报告用A4纸标准大小的白纸双面打印。 

4.课题报告在打印时，纸张四周留足空白边缘，每页

上方（开头）和左侧（订口）应分别留边30MM，下方（地

脚）和右侧（切口）分别留边25MM。  

5.课题报告一律在左侧装订，要求装订、剪切整齐，

便于使用。  

四、其他规定 

1.所投稿件须系作者独立研究完成之作品，对他人知识

产权充分尊重，无任何违法、违纪和违反学术道德的内容。 

2.凡提交的课题报告，应承诺报告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由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和作者共同所有，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选编。如需要公开发表或发布的，应

注明为“2022 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课题研究成果”。   

3.所投稿件应遵守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如关于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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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数字使用的规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