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单位名称 项目类别 课题名称 批准号 负责人 变更情况 社科司审核意见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研究 09YJC820001 黄信瑜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绩效提升约束因素实证研
究－－以中部鄂豫皖三省部分乡镇为例

09YJC630001 闰丙金 改变项目名称为：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绩效提升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计量研究 09YJCZH001 李超 延期至2012年12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制成品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效应 09YJC790001 张如庆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实施教育均等化的财政支持机制研究 09YJC790002 管永昊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与县域经济发展：机理与实
证研究

09YJC790003 明娟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式分权、地方财政供给能力与地方税体系优
化

09YJC790005 崔志坤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及研究报告；变更课题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零售商主导的生产者服务绩效研究 09YJC790006 丁宁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安徽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研究 09YJC790007 翟胜宝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安徽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宽严相济与中国刑法传统研究 09YJA820001 周少元 改变项目名称为：中国近代刑法的肇端-钦定大清刑不同意变更

安徽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主体弱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09YJA790002 马怀礼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 同意

安徽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形式化视角之下的自然语言语法研究 09YJA740001 王修力 延期至2013年11月 同意

安徽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语音、句法衔接的描写与解释 09YJA740002 曹德和 延期至2013年9月 同意

安徽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二十世纪前半期图书馆与中国文化传承研究 09YJC870002 刘洪权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安徽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城市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中的失范问题研究 09YJC810001 吴猛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安徽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 07JC860008 姜红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延期至2011年12月 同意

安徽工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资本运行研究 09YJA710001 曹大文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安徽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皖南铜矿的矿冶活动与环境变迁研究 09YJAZH001 裘士京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改变项目名称为：皖同意

宝鸡文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利用计算机PRAAT技术进行陕西关中方言研究 09YJA740005 年玉萍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宝鸡文理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百年蓄势:3-4世纪关辅世族的文化习性与文学观
念

09XJCZH001 李剑清 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北方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游记》传播研究 08JC751001 胡淳艳 延期至2012年11月 同意

北京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关联度的动态系统仿真研究 10YJC880002 敖山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河南理工大学 同意

北京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城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合约的 优设计研究 09YJA790010 冯中越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 同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适度筹资水平研究 09YJC840004 贾洪波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稀疏主成分分析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 09YJC910001 刘超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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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现代西方戏剧理论与批评 09YJC760003 李英 延期至2014年6月 同意

北京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唐、明两代官员服饰文化比较研究 09YJC760005 李怡 延期至2013年6月 同意

北京理工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有限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对策研究 09YJAGJW004 彭红斌 改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 同意

北京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资源配置指标体系
研究

09YJC880007 王颖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北京联合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反思与超越:全球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
困境

09YJC710004 许峰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高等教育区域一体化：欧洲案例研究 09YJC880009 阚阅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浙江大学 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研究 10YJC820143 袁达松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北京外国语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面向二语习得的汉英词典词性标注研究 09YJC740006 尹洪波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北京邮电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动态微分博弈理论的重大（特大）型工程应
急决策模型和实证研究

09YJA630011 王长峰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北京语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知识表达系统研究 09YJAZH013 郑艳群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北京语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语料库的韩国语连接语尾教学研究 09YJC740009 齐晓峰 改变项目名称为：基于语料库的韩国语写作教学研同意

长江师范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09XJA710003 王泓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长江师范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现
状及对策研究

09XJAXLX003 廖全明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长沙理工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新媒体动漫研究 09YJA760045 黄柏青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巢湖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叙述歧义研究：认知基础和叙事策略 09YJAZH014 田平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成都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羌族地区传统艺术的传承及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 09YJC760009 李勇 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川北医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特殊人员违法犯罪的法律规制-从公共卫生安全出
发

09XJC820002 曾恩泉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大连海事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紧凑城市与人居环境质量研究 09YJA790021 杨忠振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大连海事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跨国公司品牌入侵效应与中国品牌生态安全的对
策研究

09YJA790022 赵昌平 延期至2012年6月 同意

大连民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发展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战略研究

09YJA850002 张瑾燕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东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管理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系统模型构建
研究

09YJC790033 池国华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东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分区规制环境政策的建模和优化分析—基于空间
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09YJC790034 綦勇 延期至2013年8月 同意

东北林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日语动词的论元构造对格助词的制约 09YJA740014 郭永刚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东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信息披露违规 09YJA630019 吴国萍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东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文化精神与汉语熟语的跨文化传播 09YJA740018 胡晓研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东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新时期主要文学期刊的女性小说研究 09YJA751007 高玉秋 延期至2014年12月 同意

东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教育政策公平性历史考察与当代提升策略研究 09YJC880015 朱永坤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东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宪法与民法的沟通机制研究——以人格权的法律
保护为视角

09YJC820015 任丹丽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东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动画艺术的审美研究 09YJC760012 孙菁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东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亚洲新电影的民族主体性研究 09YJC760015 章旭清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EVA视角下的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预警指标研究 09YJC790035 王艳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 同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商务话语人际意义对比研究 09YJC740015 王彦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福建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华语电影的新视野——台港电影比较研究 08JC760006 吴青青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福建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海峡两岸抗日小说比较研究 10YJA751011 陈颖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复旦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他乡有夫子”：欧美的《孟子》译介与诠释研究10YJC720013 韩振华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同意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近代中国藏区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09XJC770002 毛光远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广西工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新型村官与完善村民自治研究 09YJC810007 郑明怀 调整经费预算总额不变 同意

广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当代艺术生产力的多维构成与动态建构 09YJC751013 单小曦 改变项目名称为：当代艺术生产力研究；变更课题同意

广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叙事范式转变与西方现代派戏剧生成之关系研究 08JA752003 冉东平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桂林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与
管理研究

09XJC790004 陈炜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哈尔滨工程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过程的演进序列、维度结构
与进化能力研究

09YJC630048 尹航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哈尔滨理工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09YJA710013 杨春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哈尔滨商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经济学研究框架下的外语经济学研究 09YJAZH022 张德富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哈尔滨商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公共政策研究 09YJA790055 孔微巍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哈尔滨商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金融体系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及相关影响因素研
究

09YJC790062 周正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哈尔滨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教师行为研究 09YJA880025 施长君 延期至2012年10月 同意

哈尔滨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存在主义视域下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小说
研究

09YJC752006 王丽欣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海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汉语单音极性词组配空位研究 09YJC740023 刘甜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海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生态文明与海南生态现代化建设模式研究 09YJA710014 杜明娥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杭州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儒家理想人格修养理论运用于大学生生命教育的
实践研究

09YJA880026 蔡亚平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杭州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实证研究——以杭州下城区
为例

09YJA880028 王涤 延期至2012年6月 同意

杭州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史研究 09YJA710015 余龙进 延期至2012年11月 同意

杭州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明代浒墅关研究 09YJC770009 余清良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杭州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和伤害防范中的薄弱环
节与对策研究

08JA880016 白莉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战后美国教育史 09YJA880029 贺国庆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河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所得税国际化与中国所得税改革研究 09YJC790065 宋凤轩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保定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 09YJC770010 魏国栋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河北经贸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学生本位的可持续发展创业能力培养模式—
—校园模拟企业实验研究

09YJA880030 贾鸿雁 变更申请表非原件 不同意变更

河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立法研究 09YJA820017 邢鸿飞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河海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跨流域调水工程受水区对水源地的援助机制研究
——以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为例

09YJC790069 王世军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美国金融危机、流动性紧缩与结构性金融工具研
究

09YJA790060 李国民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清代乡约行政组织化研究 09YJA770012 段自成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河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社会实践理论的嬗变——从马克思到布尔迪厄 09YJA710016 宫留记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语文学习困难儿童记忆编码与提取的ERP研究 09YJAXLX007 王恩国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元代翰林国史院文士及其诗歌活动研究 09YJC751021 杨亮 延期至2013年9月 同意

河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自得天机自长成——中国小说概念的生成及其文
体在宋前的演进研究

09YJA751020 王绪霞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河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90后”青少年道德价值观的社会化研究 09YJC880025 刘晓红 改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和论文；变更课题组成同意

黑龙江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顺应新期待：处境不利儿童发展权的法律保护 09YJC880026 周佳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黑龙江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09YJC720018 韩雅丽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湖南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高校师范生教育信仰研究 09YJA880037 张建新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湖南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网络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09YJA710021 赵惜群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湖南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三峡移民方言与移民迁入地方言的保存性研究 09YJC740025 曾春蓉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湖南理工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发展民族关系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

09YJA850006 李大健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湖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政治参与视域中的网络舆情研究 09YJA810003 安云初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湖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五七干校社会效应综合研究 09YJC770014 张绍春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湖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当代社会契约论研究 09YJC810009 李风华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湖州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近现代中国翻译的社会性研究 09YJC740026 宋以丰 延期至2013年12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华东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转型中的大规模侵权及其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09YJCZH039 胡卫萍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华东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
书》与中国

09YJC820029 郭曰君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华东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MMORPG中虚拟人移动行为的传染病模型研究 09YJCZH040 周炜星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视频媒介环境中年幼儿童的学习 09YJA880038 郭力平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清代乡会试同年齿录研究 09YJA770016 马镛 延期至2013年8月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平等观念的型塑 09YJA730003 张晓林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聋生的自尊发展及其促进研究 09YJCZH044 杨福义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科建设的反思与前瞻 09YJC880033 程亮 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清末民初江南士人的城乡流动与城乡认同研究 09YJC770017 瞿骏 延期至2013年7月 同意

华东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王国维与中外学人之学术交流 07JA770021 房鑫亮 延期至2011年12月 同意

华东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企业软实力：表现、结
构及提升对策研究

09YJC630080 黄国群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华东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扬雄《方言》文化研究 09YJC740028 王智群 改变项目名称为：《方言》与扬雄词汇学 同意

华东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侵权责任法疏议——兼与德国侵权法理论、
实践之比较

08JA820011 金可可 延期至2013年12月；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 同意

华南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规模扩张过程中我国高校专业结构变化研究 09YJC880035 罗丹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同意

华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20世纪上半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以晏阳初定县实验为中心

08JA770011 孙诗锦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华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粤语体貌研究 09YJC740030 林华勇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中山大学；变更课题组成
员

同意

华侨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从价值、本质与制度的统一全面把握社会主义 09YJC710022 林怀艺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华中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安全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09YJC630095 曾忠平 延期至2013年6月 同意

华中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现代教学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课中的应用研究 09YJC880038 万晶晶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华中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医疗服务的利用公平和可及性公平研究 09YJC790103 林相森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华中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互联网使用对医患互动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
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09YJC860013 刘瑛 改变项目名称为：互联网使用对个体健康行为的影同意

华中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选择 10YJCZH143 万志前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华中农业大学 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高等学校教师工作负荷及指导性标准研究 09YJA880048 陈彬 延期至2013年10月 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考古新发现与楚文化发展的综合研究 09YJA780001 蔡靖泉 改变项目名称为：楚文化的西渐——历史的考察与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小学教师积极职业心态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 09YJAXLX009 徐富明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EDR视野下对外汉语教育游戏的设计与开发 09YJA740043 张屹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电子出版物 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群众体育政策执行的阻滞机制及其防治策略
研究

09YJC880039 杨青松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 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转型与乐制变迁：以宋代音乐制度为例 09YJC760019 康瑞军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华中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察举制度与两汉文学关系之研究 08JA751014 韩维志 延期至2013年5月 同意

淮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清代荒政及社会救助与疏导研究---以荒政文献为
中心

09YJA770018 刘亚中 延期至2013年12月；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淮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儿童学习困难诊断专家系统的研究 09YJC880040 徐影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淮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和谐、平等意义上的网络教育伦理研究 09YJC880041 张家年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淮阴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新文艺出版机构与新文学的生成——以北新书局
为例

09YJCZH050 陈树萍 改变项目名称为：新书业与新文学的生成研究 同意

吉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城乡基础教育均等化的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
以吉林省为例

09YJC810038 阎宇 变更申请表无公章 不同意变更

吉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新时期我国东北边疆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 09YJC810017 肖晞 改变项目名称为：东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 同意



吉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东北影视传媒视域中的和谐语言研究 09YJA740048 高林波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吉林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近代松花江流域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 08JA770017 范立君 延期至2012年9月 同意

吉首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湘西地区语言态度与语言保护研究 09YJC740036 瞿继勇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集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20世纪中国教育期刊史研究 09YJA880053 杨建华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集美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晚明嘉兴项氏法书藏品研究 08JC760010 叶梅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嘉兴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语言技能评价体系的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与实践

09YJA740054 周红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嘉兴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汉代画像石艺术与早期道教的发展 09YJC760021 刘茜 改变项目名称为：汉画像石与早期道教研究 同意

江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走向公平正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之路 09YJA710029 杨宝国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建设创新型国家背景下提升中国产品形象（PI）
研究

09YJCZH056 刘钢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江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比较优势视角的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潜力
、障碍及战略选择

09YJC790123 崔超 变更项目负责人为：山丽杰 不同意变更

江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信息融合的证据网络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09YJA630055 王正友 改变项目名称为：信息融合的证据理论模型及其应同意

江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贸易成本估计及其效应的经验分析 09YJA790090 许统生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南方稻谷主产区水稻补贴制度绩效与补贴制度完
善研究

09YJA790091 刘克春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从权利平等到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教育
培训社会政策新思路研究

09YJA840014 银平均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网络新闻话语研究 09YJA860008 林新 延期至2013年12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西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理解我国高储蓄率新视角:基于资本份额角度的深
入分析

09YJC790126 饶晓辉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的知识转移研究 09YJCZH058 谭宏 增加研究内容；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江西农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电视对农传播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与构建路
径

09YJC860015 陈旭鑫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江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高等学校课堂教学改革视野中的教师教学观念和
教学能力研究

09YJA880060 刘小强 延期至2011年12月；改变成果形式为：咨询报告和同意

江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知识联盟发展现状及其运行绩效的实证研究 09YJC630109 任慧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井冈山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高校教师专业化的基点与路径研究 09YJC880046 付八军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九江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文学隐喻理论的基本问题研究 09YJC751038 朱全国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 同意

兰州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法律变通问题研究 09YJA820033 孙丽君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辽宁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保险责任分担机制——国家、社会与个人适
度责任研究

09YJC820050 王素芬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辽宁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唐宋时期的礼学与礼制研究 09YJC770029 赵旭 延期至2013年11月 同意

辽宁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跳动的脉博：中国银行的
市场化运作研究(1912-1937)

09YJC770030 董昕 延期至2013年6月 同意

辽宁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图像时代的文学选择及趋向研究 09YJC751040 刘巍 延期至2013年11月 同意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显性报酬对控制权收益的替代
及其效果研究

09YJC790134 吴春雷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辽宁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文本·行为·处置：不规范侦查行为实证研究 09YJA820034 夏红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辽宁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服务企业的服务创新模型、测度、绩效评价理论
及实证研究

09YJA790097 张晶敏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陇东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丝绸之路陇山以东段走向考察研究 09YJA770025 张多勇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专题报告 同意

闽江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缘起与流变 09YJC751042 肖翠云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内蒙古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蒙古文文本校对系统的研制 09YJC740045 斯.劳格劳 改变成果形式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文本校对软同意

内蒙古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教育质量视野下的蒙汉中小学生学业成就现状、
影响因素的调查与比较及教育对策研究

09YJA880069
张布和白
乙

延期至2013年9月 同意

南昌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法律制度研究 09YJA820035 邱润根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南昌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师生冲突：福柯微观权力视域下的检视 09YJA880064 杜志强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南昌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清至民国婺源县契约文书收集、整理与初步研究
——以村落为单位

09YJA770026 黄志繁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南昌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公司治理效率与公司价值研
究：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09YJC630111 况学文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南昌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庾信诗赋承传接受研究 09YJC751043 何世剑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南昌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后物欲时代的道德困境与思想道德教育创新 08JA710023 邹小华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南昌大学 专项任务项目 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以近代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07JD790001 张芳霖 延期至2012年10月 同意

南昌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社会构建：互联网观念史事件研究 07JA860007 郑智斌 延期至2012年9月 同意

南昌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动机冲突的现状调查与调适对策研究 08JC840007 李艾丽莎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个性化运动处方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研究 09YJCZH062 张伟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印度媒体法律规制若干问题的研究 09YJC860017 王生智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南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精英的社会思想研究
——以《独立评论》为中心

09YJA840025 刘集林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南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的情态动词研究 09YJC740043 苏小妹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南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 08JA880038 宋秋蓉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南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城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评估指导标准研究 09YJA740064 孙汝建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华侨大学；变更课题组成员同意

宁波大学 专项任务项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互动机制及
政策取向—基于创新视角

08JD790003 汪琦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宁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民族地区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以宁夏为例 09YJC850006 罗强强 变更研究方法；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齐齐哈尔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不同语境下语言的心理空间建构 09YJA740068 马冬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青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青海藏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化研究 09YJA630080 边世平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青海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江河源格萨尔遗迹遗物普查与考证 09YJA751055 角巴东主 改变项目名称为：江河源格萨尔文化普查与考证 同意

青海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藏区基层政权建设及运行成本实证报告-以青
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国定贫困县为例

09XJAZH001 沈燕萍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青海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青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09XJAZH002 逯克胜 延期至2012年11月 同意



清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
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

09YJA720015 刘敬东 延期至2013年10月 同意

清华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房产分配及对家庭消费的影
响

09YJC790162 周绍杰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 同意

清华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科学发展观视域中的国民幸福问题 09YJC710032 冯务中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清华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能源价格变化、技术进步与信息化投资对我国能
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09YJC790161 樊茂清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中央财经大学 同意

山东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再交涉义务研究 08JA820021 刘善华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山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合作社立法模式问题研究 09YJA820047 孙晓红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山西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现阶段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研究—以山西省为
例

09YJA790130 李玲娥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山西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逻辑视阈中的逻辑真理问题研究 08JA72040002 毕富生 延期至2012年12月31日 同意

陕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古代两河流域《中亚述法典》研究 09YJC770049 霍文勇 延期至2012年10月 同意

陕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明清别集绘画文献类聚 09YJC760032 韦兵 延期至2012年5月；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陕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三本”取向的德育理念与实践研究 09XJA880004 孙峰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和研究报告；研究内容有重同意

陕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全球化语境下我国美术院（系）中国画教学模式
改革方案与实施途径研究

09XJA880005 曹桂生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陕西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跨文化传播时代中国新闻报道观念的合法性建构 09XJC860004 朱清河 延期至2012年4月；改变项目名称为：跨文化传播时同意

上海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研究 09YJC790179 李正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同意

上海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新中国江南农家经济研究（1949—1955） 09YJC790181 张一平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上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绩效控制偏好、成就动机导向对知识员工创造力
影响机制的跨层次研究

09YJA630091 张昊民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上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明代文字学研究 09YJA740075 王继洪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上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杜诗学史和地域文化 09YJA751057 蔡锦芳 延期至2013年9月 同意

上海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转型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传媒话语的
意识形态策略

09YJC710035 赵为学 延期至2013年6月 同意

上海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模型的现代汉语动名组合问题研究 09YJC740050 王淑华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上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国际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研究 08JA860012 郑涵 延期至2012年5月 同意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改革中的先行先试权研究 09YJC820071 王诚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延期至2013年11月 同意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生产分段化、各国城市竞争和跨国公司组织与我
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差异的演进

09YJCZH074 孙楚仁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国际贸易、要素市场扭曲与我国收入差距 09YJC790183 王云飞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具有信息操纵和套利的非线性定价模型 09YJC790184 孟大文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 同意

上海海事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请求权与债权之关系研究——兼论我国未来民法
典中侵权法的地位

09YJC820072 宋旭明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上海海事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我国航运强国战略实现的法律
保障

09YJC820073 佘少峰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上海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胡锦涛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思想研究 09YJA710051 黄伟力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上海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弗朗茨.库恩翻译研究——以《红楼梦》德文译本
为例

09YJA740076 王金波 变更课题组成员；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上海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语料库驱动的英汉语言接触研究——拉波夫的语
言变异观

09YJC740052 郭鸿杰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 同意

上海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企业人际竞争情报网络建模研究 09YJA870020 吴晓伟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上海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道德教育的制度安排研究 09YJA710052 苏令银 变更课题组成员；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上海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都市休闲体育经济：环境、竞争力与需求基点研
究

09YJCZH077 俞琳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当代英美文学批评视角中的悖论诗学研究 09YJA752014 廖昌胤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超越后现代主义：德里罗研究 09YJA752015 周敏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上海外国语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从“霍布斯状态”到伦理型世界秩序构建—— 一
项国际政治哲学视角的研究

09YJCGJW009 熊文驰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绍兴文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汉英跨文化语用学研究 09YJA740079 王建华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绍兴文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广播剧文学史 09YJA751059 刘家思 改变项目名称为：中国现代广播剧文学史；延期至同意

深圳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科技时代的高校德育范式转型研究 08JC710009 李泳梅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沈阳建筑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案例推理的城镇灾害应急调度机制与方法研
究

09YJA630102 常春光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著作 ；变更课题组成员；同意

沈阳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大学英语档案袋评价的实验研究 08JC880024 刘桂秋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同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咸阳原文化地理的本体解构：多学科视野的国都
、陵墓、聚落文化因子分析

09YJCZH084 张祖群 改变项目名称为“咸阳原（关中核心区）文化地理同意

四川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印度政教关系模式研究 09YJAZH059 欧东明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四川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元诗接受史 09YJC751065 罗鹭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四川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视觉文化与小说的影像化叙事 09XJAZH003 冯勤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四川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汶川地震灾后学生心理重建长效机制建设研究 09YJAXLX020 肖旭 变更申请表非原件 不同意变更

四川农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康巴地区的民族交融与宗教共处研究 09YJC730007 范召全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西南民族大学 同意

四川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汶川地震受灾群众异地安置与融合问题研究 09YJA840030 宋子然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四川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我国政府信用法制基础及立法对策研究 09XJA820016 于新循 改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立法建议案和系列论同意

四川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大学生组织管理模式研究 10YJC880014 陈莉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苏州科技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英国犹太社团研究（1815-2005） 08JC770016 王本立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苏州科技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20世纪中叶以来尼泊尔的政治体制变迁研究 08JA770026 王艳芬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塔里木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新疆南疆跨境少数民族青少年文化教育研究 09YJCZH089 侯瑞华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天津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新媒体的影视传播及其美学研究 08JA760018 陈立强 延期至2012年6月 同意

天水师范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西部欠发达地区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研究 09XJA740009 郭晓英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同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网络环境下版权制度的绩效评估研究 09YJAZH068 刘晓海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温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 09YJC751067 李包靖 延期至2012年9月 同意

武汉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网络舆情监测信息可视化研究 09YJC860023 王朝阳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武汉纺织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于关爱的老年手机受众数字鸿沟透视 09YJA860015 徐红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武汉纺织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认知科学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论的重构 09YJC720034 商卫星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武汉理工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数字出版发展历程及经验研究 09YJA870022 贺子岳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武汉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进口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东
亚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

09YJC790211 别朝霞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研究报告 同意

西安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个案研究——姚振宗目录学研
究

09YJC870026 孙振田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安文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历代王维接受研究 09YJA751070 张进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北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知识转移的代工模式中企业创新能力成长机
制研究

09YJC630189 田庆锋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藏藏医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09YJA840033 边巴次仁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藏族艺术概论研究 09YJC760042 熊永松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藏乡镇及农牧区基础教育师资配置及培育问题
研究——兼农牧区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可行性

09XJC630010 邓明文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西藏义务教育质量研究 09XJC880004 纪春梅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研究内容同意

西藏民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的西藏教育管理研究 09YJA880107 李波 改变项目名称为：教育优先发展背景下的西藏教育同意

西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512地震灾区民众心理康复特质研究 09YJAXLX023 吴薇莉 延期至2012年6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宋代文学批评的象喻特色研究 09XJA751008 潘殊闲 延期至2013年6月 同意

西华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农民工培训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09YJA880108 杜永红 延期至2013年12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华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英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伦理比较研究 09YJA751072 程丽蓉 延期至2013年12月；增加研究内容 同意

西华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当下诠释的洞见与迷误——“宋人注宋”现象的
文学阐释学考察

09YJC751072 马强才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华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村改社村庄”治理转型研究——以统筹城乡改
革成都试验区为例

09XJA810001 吴晓燕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调整研究内容 同意

西华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元代畏兀儿文化研究 08JC770021 王红梅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西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美刑案错判与救济机制比较研究 09YJA820063 张步文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司法区划分制度研究 09YJC820092 赵兴洪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 同意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失地农民安置区社会管理体制研究 09YJC840035 宋辉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 同意

西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现代化建设问题
研究

09XJA790013 黄云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西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模式与机制：城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研究 09XJAXLX005 潘孝富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和研究报告 同意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公共考试试卷著作权法律保护机制探究 09XJC820009 商志超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空间诗学 07JC752004 郭方云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研究——基于产业组09YJC790222 李军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三十年社会转型中乡村伦理的变迁、困境与再造
研究

09YJC840036 周永康 变更申请表无公章 不同意变更

西南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四川地震灾区学校基础设施震后重建融资问题研
究

09YJA790170 邓大鸣 改变项目名称为：四川省学校基础设施震后重建融同意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债务抵押证券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研究及应用 09YJCZH104 王沁 改变成果形式为：5-8篇论文和研究报告 同意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视觉叙事的可能与限度——罗伯－格里耶小说实
践及理论研究

09XJC751007 王长才 改变项目名称为：视觉叙事的可能与限度——罗伯同意

西南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灾后青少年身心恢复与理想信念重塑研究 09XJA710002 曾贤贵 变更申请表无公章 不同意变更

西南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民事诉讼快速解决机制的立法研究——以诉讼拖
延的成因与治理为视角

09YJA820066 赵泽君 延期至2011年12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南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经济危机下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问题研究——基
于多边与区域化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09YJC820097 王衡 延期至2013年3月；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变更课同意

西南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刑事司法的社会生态环境研究 09XJA820008 张能全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南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社会转型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
控制

09XJA820009 梅传强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西南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基层检察机关实施刑事诉讼法状况实证研究 09XJA820012 李昌林 改变项目名称为：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研究；改变成
不同意改变项目名
称；同意其他变更申
请

西南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刑事审判实证研究 09XJC820014 李昌盛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西南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制法律问题研究 09XJC820015 缪心毫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湘潭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创新模式研究 09YJC790224 李海海 延期至2013年8月 同意

襄樊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与政府角色研究 09YJA810019 李双胜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新疆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权变理论基础的内部控制实证研究 09XJA630004 陈利军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星海音乐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广东排瑶”歌堂仪式”音声研究 08JA760025 周凯模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宜春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教育券与随迁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研究 09YJAZH086 李志友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宜春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推进中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
问题研究

09YJA880120 胡林龙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玉林师范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广西勾漏粤语词汇研究 09YJA740096 梁忠东 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浙江财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研究 09YJAZH089 李占荣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浙江财经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房地产市场波动和金融风险研究 09YJC790234 范俏燕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浙江财经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税收政策调控的环境保护机制研究 09YJC790235 司言武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 同意

浙江传媒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媒介寻租现象研究－－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的
分析视角

09YJC860029 潘祥辉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浙江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电子政务实施后政务信息管理规范建设的需求分
析与机制研究

09YJC870029 章燕华 延期至2013年7月 同意

浙江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知名博客对网络舆论的影响研究 09YJC860030 汪凯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浙江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及冲击
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

09YJA790183 马淑琴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浙江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非独创性数据库法律保护模式研究 09YJC820106 郑英龙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延期至2014年12月
同意变更成果形式；
同意延期至2014年6
月底

浙江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R&D、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能力贡献的空间效应识
别：基于浙江的实证研究

09YJC630204 胡洪力 改变项目名称为：R&D、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贡同意

浙江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住房政策的产业就业适配效应：基于分割-融合视
角的研究

09YJC790239 毛丰付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浙江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跨国外包生产体系中我国代工企业自主创新的困
境及实现路径：以浙江打火机产业为例

09YJC790241 王俊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浙江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预防及干预机制研究—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视角

09YJC710041 姚月红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延期至2013年12月31日 同意

浙江科技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浙江省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基于新
型城乡关系的视角

09YJC790245 叶俊焘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浙江理工大学 专项任务项目 地方治理中的民间商会职能发展及其绩效分析-基于07JD810001 阳盛益 延期至2011年12月 同意

浙江理工大学 专项任务项目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建设与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研究 07JD710004 肖香龙 延期至2011年12月 同意

浙江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中国城市家庭汽车消费的10YJC840043 林晓珊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浙江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人性归一”的大同社会理想-北美华裔文学鼻祖水09YJA752020 李贵苍 改变项目名称为：北美华裔文学学鼻祖水仙花研究同意

郑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英雄”文化与先唐小说关系研究 09YJA751082 刘志伟 延期至2012年8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郑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法律解释权的配置研究 09YJC820108 魏胜强 调整研究内容；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郑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行政法视野中的公物利用 09YJC820109 侯宇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国计量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的激励政策研究 09YJA630152 郝敬习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杭州师范大学；变更课题组同意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村民参与、政府控制和乡村治理 09YJA810025 高旺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建构中的两个前沿问题之研
究：分裂性质与关系定位

09YJC810045 王英津 研究内容有重大调整 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登记制度研究 08JA820035 谭峻 延期至2012年6月 同意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规划基金项目 英语和法语语法比较研究 09YJA740104 孙承荣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国药科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央研究院与民国时期中外学术交流研究（1928
——1949）

09YJA770061 周雷鸣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国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建议
——第三法域之理论视角

09YJA820085 吴景明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国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气候变化法律研究 09YJA820089 曹明德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国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立法语言研究 09YJAZH102 黄震云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中国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日本软实力研究 09YJA810026 孙承 延期至2012年9月 同意

中国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钱端升民主宪政思想研究—兼与同时代自由派学
人之比较

08JA810025 常保国 改变成果形式为：论文；延期至2012年7月 同意

中华女子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幼儿在图画书阅读中的视觉读写能力研究 09YJC880101 王玉 延期至2013年11月 同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农地承包经营法律制度的综合评价与完善研究 09YJCZH120 刘兆军 变更项目管理单位为：东北农业大学 同意

中南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中国电视产业发展：问题与对
策

09YJC860043 黄迎新 改变成果形式为：专著；延期至2012年5月 同意



中山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从保守到激进：国家主义派之学理建构与文化取
向

09YJA770064 敖光旭 延期至2013年2月 同意

中山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数字图书馆的可用性评价研究 09YJA870028 黄晓斌 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中山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
化的研究

09YJC850021 郭丽娜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增加农民收入路线研究 09YJA790202 刘姝威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明 09YJC820126 李伟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城市家庭第二住宅形成机制、效应和政策 09YJC790276 易成栋 改变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 同意

中央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农村劳动力禀赋的代际差异及其迁移行为研究 09YJC840054 侯佳伟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锡克教思想的来源 09YJC730011 张占顺 延期至2013年5月 同意

中央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基于行为金融的中国股市传闻研究 08JC790110 周战强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延期至2012年12月 同意

中央美术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五岳神祇图像谱系与礼乐文明 09YJC760055 赵伟 延期至2013年12月；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央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亚的民族过程与该地区恐怖主义的相关性   —
—基于费尔干纳盆地的调查与研究

09YJAZH107 张娜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民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塑造中国形象——新中国三十年对外文学翻译研
究

09YJA740106 马士奎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壮族新创文字应用问题调查与对策研究 09YJC740073 海路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中央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超越内在意识的哲学理路 09YJC720040 刘梅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修道次第三篇>与<顿悟大乘正理决>比较研究 09YJC730012 孙悟湖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语言方言濒危全浊辅音实验对比研究 09YJC740075 彭春芳 改变项目名称为：全浊音语音研究；变更为项目责同意

重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预防与遏制金融危机法律对策研究——以虚
拟经济安全法制建设为视角

09YJA820100 胡光志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重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政策工具创新及其扩散研究 09XJC810006 杨代福 改变成果形式为：系列论文 同意

重庆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经验研究：基于家族涉
入视角的分析

09YJA630160 周立新 延期至2012年3月 同意

重庆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巴金翻译行为之主体性研究 09YJA740107 王恩科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重庆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社会保障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与中
国实证

09YJC790280 胡宝娣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重庆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我国农产品交易稳定性提升研究 09YJC790281 张春勋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重庆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银行竞争、信贷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基于改革开
放30年区域发展的比较分析

09XJC790023 许小苍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重庆理工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城乡社会保障的经济公平程度——基于劳勒-
卢卡斯原理的实证研究

09XJA790021 王筱欣 变更课题组成员 同意

重庆邮电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身体视角下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09YJC752026 王江 延期至2013年12月 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