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地所在单位 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项目批准号 负责人 负责人单位
2011年中检

情况
备注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徽州宗族祠堂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对策 2009JJD770002 方利山 黄山学院 未中检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徽学内涵和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009JJD770001 张子侠 安徽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波斯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2009JJD750001 王一丹 北京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华南砾石工业的发展-以荆州鸡公山等
遗址为中心的研究

2009JJD780002 王幼平 北京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中学生美育问题研究 2009JJD750003 叶朗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成果”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与秩序形成 2009JJD840001 张静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成果”

我国少数民族 童学 书面汉语的认知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我国少数民族儿童学习书面汉语的认知
发展研究

2009JJDXLX002 陶云 云南师范大学 未中检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诗经作品断代研究 2009JJD750008 李山 北京师范大学 未中检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黎锦熙先生语言思想研究 2009JJD740003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古典文明终结与地中海世界裂变：对西
方文明形成的重新审视

2009JJD770011 王晋新 东北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新形势下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合作研究 2009JJD880020 谢必震 福建师范大学 未中检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元明清时期的行省与省：新高层政区的
确立及其政治地理学意义

2009JJD770013 姚大力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德国经济衰退对欧元与欧盟经济的影响 2009JJD790009 李慧中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历史意识与现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兴起 2009JJD770014 陈新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话语建构 2009JJD740006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人作
为第一署名人的
成果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研究 2009JJD720009 王泽应 湖南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当代中国儿童的学校生存状态与发展研
究

2009JJDXLX003 李晓文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政策话语与关键词
研究

2009JJD840005 鲁子问 华中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东北片语言问题研究 2009JJD740012 汪国胜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成果标注批准号
与项目批准号不
符

辽宁大学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 政府的组织结构、激励与经济增长 2009JJD790020 黄险峰 辽宁大学 延期中检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面向语音合成的蒙古语语音数据库 2009JJD740013 白音门德 内蒙古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发表
成果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清代蒙古族的汉化和汉族的蒙古化比较
研究-以土默特地区蒙古族和汉族的语
言、文化和民族认同关系及其变迁为例

2009JJD850001
悟哲德·呼
日勒巴特尔

内蒙古师范大
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人作
为第一署名人的
成果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
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建设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2009JJD720012 周宏 河南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
中心

鲍德里亚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2009JJD720013 张凤阳 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清代基层社会关系研究 2009JJD840008 杜家骥 南开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成果”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 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学文献整理出版 2009JJD770035 陈育宁 宁夏大学 未中检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企业并购中组织文化的评估及干预模式 2009JJD630006 时勘 清华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人作
为第一署名人的
成果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孔府文化与文学研究 2009JJD750014 石玲 山东师范大学 未中检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南亚国家能源、资源与环境政策和法律
研究

2009JJD810012 杨翠柏 四川大学 延期中检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学生学习过程中选择性注意机制及其应
用研究

2009JJDXLX004 张明 东北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人作
为第一署名人的
成果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自然资源法基本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
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法律对策

2009JJD820006 肖国兴 华东政法大学 延期中检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历史语义演变的专题研究 2009JJD740014 吴福祥 浙江大学 延期中检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佛教典籍整理（第一期） 2009JJD730006
木村清孝 、
宣方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研究 2009JJD730007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成果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刑法现代化的道德使命 2009JJD820012 田宏杰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用稿证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
心

构建和谐社会的财政制度与政策：国际
历史经验视角

2009JJD790050
刘振亚 刘晓
路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人成
果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和非物质文化人才保
护培养机制评估及需求研究

2009JJD850006 殷会利 中央民族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发表
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