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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变更情况
安徽大学 桐城派文集叙录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06 徐成志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宝鸡文理学院 明清时期陕南水权纠纷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21 田东奎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北京大学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媒介转型的机理、意义与管理--以网络
媒介事件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60006 师曾志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北京大学 西部村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互动：田野调查与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17 胡玉坤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北京大学 伦理意识与心理意识：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52005 毛亮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北京大学 当代俄语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44 褚敏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北京大学 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史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80001 齐东方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北京师范大学 20世纪中国文学关于革命与女权的叙述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32 杨联芬 同意延期至2013-07-31

北京师范大学
域外刑法贯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经验及对
中国的启示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20009 王俊平 同意延期至2013-08-31

北京师范大学 德曼的解构主义阅读理论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52003 王广州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语气词发展演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13 刘利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北京师范大学 现代汉语词素系统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40015 孙银新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长春中医药大学 公众中医药素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40018 刘宏岩 同意延期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方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08 王平 同意延期至2013-04-30

东北师范大学 《西厢记》研究史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16 黄季鸿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东北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实现文明执法的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23 王景斌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复旦大学 互文与语篇结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01 祝克懿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复旦大学 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传媒与司法关系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60005 陈建云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复旦大学 当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18 王金林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复旦大学 NP非常规回指和非NP回指现象的认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04 熊学亮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复旦大学
当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视角下的《古兰经》与《圣经
》的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30002 王新生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复旦大学 我国发达地区反哺农业的双重性研究——以上海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90080 尹晨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复旦大学
金融机构危机处置法律制度研究——以《企业破产法》第
134条为基础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27 季立刚 同意延期

广东工业大学 构建和谐社会与广东农村宗族文明研究 专项任务项目 07JD710002 曾建萍 同意延期

贵州大学 环境公害诉讼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30 余贵忠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合肥工业大学 新教伦理的后现代走向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20008 陈绪新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河北大学 中国公共资本存量的核算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14 陈志国 同意延期至2013-07-30

河北大学 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史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80020 朱文富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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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学院 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法实施的困境及对策及对策 专项任务项目 07JD820003 刘东平 同意延期至2013-07-31

湖北大学 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文化障碍”与“文化融合”问题 专项任务项目 07JD840003 周德钧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湖州师范学院 宋代城市革命与新型文学生产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35 刘方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华东师范大学 王国维与中外学人之学术交流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21 房鑫亮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华中科技大学 西方社会学方法论的演变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40020 张小山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批评的知识状况和问题意识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25 孙文宪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华中师范大学 晚清州县政治: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08 刘伟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华中师范大学 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组织建设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10001 王建国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高等音乐教育评价体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60025 臧艺兵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华中师范大学 “四大副刊“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60008 员怒华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华中师范大学 进城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40013 蔡志海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淮阴师范学院 晚清词派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31 朱德慈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吉林大学 21世纪初俄罗斯亚太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GJW008 刘清才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吉林大学 和谐世界建设与现代国际私法体系的构建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26 吕岩峰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吉林大学 宋诗佛缘考论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05 王树海 同意延期至2013-07-31

吉林大学 东北地区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与阶层和谐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40006 董运生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吉林大学 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14 武振玉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吉林大学 两汉汉语词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23 徐正考 同意延期至2013-03-31

吉林大学 创新型社会的法制构建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20001 刘红臻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吉林大学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体制中的非常制参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13 王剑 同意延期

暨南大学 自况”文学传统与小说戏曲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13 王进驹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江西财经大学 潜规则的防范和治理——一个演化博弈论的分析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90067 罗昌瀚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江西师范大学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20011 李静云 同意延期

兰州城市学院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广义梯度推移理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53 李具恒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辽宁师范大学 《语丝》与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26 刘贵福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辽宁师范大学 礼乐文明与社会和谐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23 常金仓 同意撤项

南昌大学 市场环境与制度变迁—以近代南昌商人与商会组织为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07JD790001 张芳霖 同意延期至2013-05-3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知识情境的企业竞争信息语义处理方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70007 李敏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南开大学 海外上市、信息流动与价格发现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90059 王群勇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南开大学 基于互动质量与公众满意度关系的公共服务质量管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630033 杨坤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南开大学 民国时期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46 龚关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南开大学 晚清时期香港转口贸易研究（1842－1911）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70008 毛立坤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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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谢林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差异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20003 王建军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南开大学 易学逻辑发展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20401 吴克峰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南开大学 农民流动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40001 刘华芹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南开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个体、群体、组织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80047 闫广芬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宁夏大学 民族地区公用事业管制改革研究——以宁夏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90003 王正儒 同意延期

青岛大学 反讽与现当代文学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2010 张芸 同意延期至2013-04-23

山东财经大学 劳工标准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理论与经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90017 王晓荣 同意延期至2013-10-01

山东大学 《左传》词义色彩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08 杨振兰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山东大学
认知效应的法律影响与利用：行为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应
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74 魏建 同意撤项

山东大学 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新发展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15 徐艳玲 同意撤项

山西大学
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朝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04 李书吉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山西大学 近世以来的财政体系与金融发展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03 燕红忠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山西大学 当代心智哲学视域中的意向性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20015 王姝彦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山西大学 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后继党发展演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25 王志连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陕西师范大学 采访权当前的困境、出路及中外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60005 许加彪 同意延期至2013-02-28

上海财经大学 当代中国主流媒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60012 林晖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上海财经大学 清代乡居进士与官府交往活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11 王志明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上海大学
奥运场馆与城市公共游憩空间扩展：理论.实证及其对北京
奥运会的借鉴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90 胡浩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上海交通大学 论法国的现象学运动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20005 高宣扬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深圳大学 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私营经济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10 樊秋莹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深圳大学 月球探索与开发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比较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32 尹玉海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沈阳师范大学 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的社会学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80010 朴雪涛 同意延期至2013-03-31

同济大学 机器翻译后译文编辑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10 李梅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同济大学 对人性灾难的诗学反思——战后德语文学环境中的策兰诗歌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2005 吴建广 同意延期至2013-04-30

同济大学 英汉机器翻译中的消歧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40009 王永生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武汉大学 英国与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16 徐友珍 同意延期至2013-11-30

武汉大学 FDI集中与企业家精神当地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49 张正义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武汉纺织大学 实际有效汇率、FDI与我国对外贸易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91 张亮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武汉理工大学 在线支付主导模式及其创新服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630028 杨琦峰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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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陕蒙晋资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榆林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99 吴润 同意延期至2013-03-31

西安美术学院 西北民族美术与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60006 李青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西安美术学院 隋唐墓俑艺术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60018 李星明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西北大学 现代风险报道生产偏向与重构路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60003 马锋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西北民族大学 敦煌藏文文献中的判断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40019 多杰东智 同意延期

西华师范大学
“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
间批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2007 刘进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西南大学 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空间诗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52004 郭方云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西南大学 当代翻译美学原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30 李智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西南大学 中小学人权教育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80007 孙霄兵 同意延期至2013-10-30

西南大学 “后金庸”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现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29 韩云波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厦门大学 转型期俄罗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80019 杨广云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湘潭大学
城镇公共住宅保障制度——基于有效的住宅市场结构和保障
体系分析框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36 李勇辉 同意延期至2013-05-31

新疆大学 美国文化视野中的乔伊斯·卡洛尔·欧茨作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2001 单雪梅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新疆大学 基于价值链的新疆旅游企业网络治理 规划基金项目 07JA630006
海米提·依米
提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延边大学 江西诗派对韩国古代诗学的影响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39 马金科 同意延期

扬州大学 中国现代方志学创建及发展60年 规划基金项目 07JD770001 许卫平 同意撤项

云南大学 民国时期云南边区民族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50003 龙晓燕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云南大学 近代西南彝族地区民族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50002 谷跃娟 同意延期至2013-02-28

浙江大学 跨文化宗教研究方法论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30001 王桂彩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人眼中的宋代中国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15 郭万平 同意延期至2013-03-31

郑州大学 西方左翼文化批判中的中国形象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22 张月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中国传媒大学 宋词词乐系统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60036 董希平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剧本体美学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60006 张国涛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中国传媒大学 当代中国电视文艺生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60002 张文娟 同意延期至2013-03-31

中国传媒大学 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媒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60002 刘利群 同意延期至2013-05-31

中国传媒大学 大众传播活动侵犯人格权的归责原则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60002 张鸿霞 同意延期

中国民航大学 近代新式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以20世纪前期的山西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80022 郝锦花 同意延期至2013-11-30

中国人民大学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11 刘飞宇 同意撤项

中国人民大学 私法关系中的基本权利保护：比较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20010 石佳友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中国音乐学院 孟系音乐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60028 傅利民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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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西北高原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开发----"秦直道"沿线
高原联袂传统音乐文化活态现状的实地考察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60034 杨红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中国政法大学 反倾销诉讼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22 刘善春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中国政法大学 刑罚改革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20008 陆敏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中国政法大学 欧盟禁毒政策研究（1969-2004）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70003 贾文华 同意延期至2013-07-31

中国政法大学 司法鉴定人民事责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20024 刘建伟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党的利益”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20 徐敦楷 同意延期至2012-12-3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金融改革的渐进历程与影响因素：基于金融自由化指数
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D790002 王年咏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体系的构建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10007 杨菲蓉 同意撤项

中山大学
当代新闻人员的职业生涯策略与发展模式研究:一种职业社
会学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07JC860004 李艳红 同意延期至2013-03-31

中山大学 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40026 黄文杰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期货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及监管体系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90019 欧阳日辉 同意延期至2013-06-30

中央财经大学
投资者保护、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理论分析
与经验证据

青年基金项目 07JC630006 王鑫 同意延期至2013-12-31

中央财经大学
企业财务预警体系研究--------基于能源（电力）企业的检
验

规划基金项目 07JA630034 苗润生 同意延期

中央民族大学 阿尔泰语系同源词鉴别方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40024 敖特根其其格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630083 鄂义太 同意延期至2013-11-30

中央民族大学 蒙古和西藏文明交往论稿 规划基金项目 07JA751020 乌力吉巴雅尔 同意延期

重庆工商大学 跨行政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以成渝试验区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10005 余兴厚 同意延期至2013-09-30

重庆工商大学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07JA880003 朱伯兰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重庆理工大学
中国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理论分析与基于Panel协
整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07JC790062 许雄奇 同意延期至2013-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