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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所在高校 重点研究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课题批准号 课题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所在

单位
2013中检情

况
中检未通过

原因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徽州的实践、

传承与创新研究
11JJD750005 胡中生 安徽大学 中检通过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新发现徽州文书的归户性整理与研

究
11JJD750012 刘伯山 安徽大学 中检通过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唐五代文编年史 11JJD770005 丁放 安徽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连环串插式故事研究 10JJD750001 陈岗龙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我国综合性大学环境适应、组织演

变与运行机制的多案例研究
10JJD880006 阎凤桥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熊秉明艺术思想研究 10JJD720011 杜小真 北京大学 未中检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西方现代正义理论研究 10JJD720012 韩水法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晚更新世现代人的年代学研究 10JJD770015 吴小红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战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文化交流——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文物的综合

研究
10JJD770014 王辉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体制与产权的社会界定 10JJD840002 刘世定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中国有声语言及口传文化保护与传
承的数字化方法研究和平台建设

10JJD740007 孔江平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苏美尔、阿卡德及赫梯文学文献翻

译与研究
11JJD750004 拱玉书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苏尔诗海》翻译与研究 11JJD750006 姜景奎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我国大学生的区域流动行为研究 11JJD880002 陈洪捷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高校毕业生中的未就业群体研究—
—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视角

11JJD880018 刘云杉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从现代视觉理论的视角阐释中国传

统艺术观念
11JJD750003 高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北大美学与艺术通识读本（40册） 11JJD750023 张世英 北京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对克里普克语言哲学的系统性质疑

和对一种新理论的建构
11JJD720001 陈波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维特根斯坦文集（批判版） 11JJD720006 韩林合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期检查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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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行政法视野下的公私合作问题 11JJD820011 罗豪才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研究 11JJD820017 湛中乐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

所
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改革

研究
11JJD810018 陶庆 对外经贸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

所
转型时期中国农村政治发展与社会

管理研究
11JJD810022 吴丕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 11JJD770004 邓小南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清代西北边疆平定与国家认同 11JJD770029 朱玉麒 北京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近代中日学人交往资料整理与研究 11JJD770003 稻畑耕一郎 早稻田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史记》、《汉书》年月考异 11JJD770007 郜积意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城市化中新移民的基础教育：问题

与对策的经济学分析
11JJD790019 海闻 北京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影

响与启示
11JJD790027 黄益平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秦汉时期江东地区的文化变迁 11JJD780005 沈岳明 浙江省考古所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田野考古学概论 11JJD780007 赵辉 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转型中国社会的心态地图与合法性

表征
11JJD840003 方文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民族教育与文化认同——基于多元

文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1JJD840013 钱民辉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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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
中国创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创新型国家理论
11JJD710007 王东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基于系统语音对应的核心词分阶及

建模研究
11JJD740004 陈保亚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清末民初北京话系统研究 11JJD740006 郭锐 北京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国际组织及世界部分国家“全球公

民”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
11JJD880012 姜英敏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当代教育思潮与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比较研究
11JJD880029

杨明全、高
峡

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教科所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儿童归纳与创造发现的脑机制研究 11JJD190002 李红 西南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发展特点与促
进研究：来自比较与追踪的证据

11JJD190006 伍新春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西方价值观的历史变迁研究 11JJD720008 江怡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隋唐五代时期基本价值观的演化 11JJD720013 强昱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初等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 11JJD880033
叶高翔、徐

丽华
杭州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11JJD880038

朱小蔓、周
钧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汉语词源理论及上古汉语同源词库 11JJD740009 黄易青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基于数字化资源库的甲骨文整理与

研究
11JJD740025 周晓文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心
经史流变探源 11JJD770014 汪高鑫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心
古代罗马史学研究 11JJD770022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和20世

纪批评的转型
11JJD750007 蒋原伦 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宋金元文艺思想史 11JJD750009
李春青、张

海鸥
北京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基于故事的初级阶段英语教材开发

研究
10JJD740014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检通过



附件2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国外语言生活状况调研 11JJD740002 蔡永良 北京外国语大学 延期中检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英语学习者语误自动检测系统的研

制
11JJD740011 梁茂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不同国别学习者的汉语语音语料库 11JJD740003 曹文 北京语言大学 中检通过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提升汉语的国际商务语言地位的战

略与对策研究
11JJD740021 张黎 北京语言大学 中检通过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

中心
金融业综合经营下的规制问题研究 11JJD790001 艾洪德 东北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

中心
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

研究
11JJD790052 张抗私 东北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生态化研究 11JJD880008 盖笑松 东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城乡统筹视域中农村义务教育教师

补充机制研究
11JJD880035 于海波 东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历史演变、

现状及对策研究
11JJD770010 李晔 东北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丝路古国文明研究 11JJD770024 杨巨平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设计与运行模式

研究
11JJD790002 蔡春林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中检通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合规性评估与

政策选择研究
11JJD790020 韩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宗教文化与闽台社会关系研究》 11JJD810004 何绵山 福建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钓鱼岛问题资料的收集与论说》 11JJD810005 赖正维 福建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主权信用风险评估和预警问题研究 10JJD790020 谢识予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存在

方式的研究
11JJD710001 陈学明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理论

研究
11JJD710003 林晖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港口—腹地与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

局的变迁
11JJD770020 吴松弟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研究：美国

经验的启示
11JJD810012 潘天舒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历史中的战略行为：美国和其他国

家的比较
11JJD810017 唐世平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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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金融市场一体化发展与风险控制 11JJD790015 傅钧文 上海社科院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路径及基本条件
和中国的角色定位：主导国货币或
超国家主权货币？——基于国际经
验和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分析

11JJD790025 华民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西方城市进程中的人际传播——一

种基于冲突理论的探讨
11JJD860005 殷晓蓉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新传播技术环境下的城市形象建构

与传播研究：以上海为个案
11JJD860007 赵心树 香港浸会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诗学与叙事学关系论 11JJD750015 罗书华 复旦大学 延期中检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清人选诗总集研究 11JJD750016 马卫中 苏州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

究中心
中国低碳经济转型动态评估指数体

系的构建研究
11JJD790007 陈诗一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

究中心
中国城市化道路：市场推动与国家

治理
11JJD790029 焦必方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知识社

会学”研究
11JJD840001 邓正来 复旦大学 撤项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西欧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概念的形

成与演进
11JJD840008 李宏图 复旦大学 中检通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心
题组反应理论与英语试题库研究 11JJD740012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中检通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心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测试研究 11JJD740019 曾用强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中检通过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宋代军事石刻文献辑考 10JJD770010 梁松涛 河北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杨辉算书校释与研究 11JJD770011 吕变庭 河北大学 延期中检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宋代突发事件与地方政府应对研究 11JJD770015 王菱菱 河北大学 中检通过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黄河中下游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11JJD790017 高建华 河南大学 中检通过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与河南戏剧的

变革
11JJD750022 张大新 河南大学 中检通过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

究中心
中东铁路俄文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

究
11JJD870001 马蔚云 黑龙江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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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

究中心
俄罗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系列研究 11JJD740020 张家骅 黑龙江大学 中检通过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女性美德建设研究 11JJD720010 李桂梅 湖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联邦主义和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
研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

相互嵌入
11JJDGJW001 A.利布曼

德国法兰克福金
融管理学院（华
东师大兼职）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现状与

变动趋势研究
11JJDGJW002 冯春萍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冷战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思想谱系 11JJDGJW003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与中俄合作

新空间
11JJDGJW004 郭力 黑龙江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本我与他者——中俄关系中的形象

与认知问题
11JJDGJW005 郭小丽 河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中俄与中澳（大利亚）资源合作模

式的比较研究
11JJDGJW006 侯敏跃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20世纪早期俄国思想史 11JJDGJW007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未来十年俄欧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的

欧亚地区战略研究
11JJDGJW008 刘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研究 11JJDGJW009 潘兴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后苏联空间内“未被承认的政治实

体”研究
11JJDGJW010 松里公孝

日本北海道大学
（华东师大兼

职）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上海合作组织的中长期前景研究 11JJDGJW011 杨成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后危机时代俄罗斯与中东欧社会经

济的转型问题研究
11JJDGJW012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教育信息化与基础教育教学方式转

变研究
11JJD880004 丁钢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基础教育政策实施的监测与评估体

系研究
11JJD880005 范国睿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变革中教育家

办学的文化反思
11JJD880011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班级日常生活重

建与学生发展研究
11JJD880013 李家成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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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研究——以云南为例
11JJD880014 李劲松 云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基础教育改革中教育理论与实践关

系的中国特色研究
11JJD880016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我国义务教育区域推进均衡发展的

多路径研究
11JJD880031 杨小微 华东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基础教育变革与“生命·实践”教

育学派创建研究
11JJD880034 叶澜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区域均

衡发展研究
11JJD880037 朱家存 安徽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实施过程质

量评估的理论和技术研究
11JJD880003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儿童研究与课

程创新
11JJD880006 方明生 上海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普通高中课程多样化国际比较研究 11JJD880007 冯生尧 华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义务教育阶段思想品德类学科核心

能力模型与测评框架研究
11JJD880009 高峡 中央教科所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监测与

公告制度研究
11JJD880010 胡惠闵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我国学校学科及教科书的历史演进 11JJD880015 李雁冰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义务教育段科学学科能力模型与测

评框架研究
11JJD880024 王祖浩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学科核心能力模

型与测评框架研究
11JJD880027 徐斌艳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教学质量改
进数据库基础框架和电子系统研发

11JJD880030 杨向东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中国21世纪新课程改革研究 11JJD880036 张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甲骨文语料库建设 11JJD740001 白于蓝 华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金文语料库建设与《金文引得新编

》
11JJD740005 董莲池 华东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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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中韩古代小学类文献联合检索系统 11JJD740007 河永三
韩国汉字研究所
（华东师大兼

职）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楚简文献语料库建设与《楚简引得

》
11JJD740008 黄人二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隋唐五代石刻文献语料库建设 11JJD740013 毛远明 西南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语料库建设 11JJD740014 王平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中华民族早期文字资料库与《中华
民族早期文字同义对照字典》

11JJD740015 王元鹿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十二五”期间新公布出土文字材

料数字化集成
11JJD740018 徐在国 安徽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新疆学前儿童汉语读写能力萌发与
早期汉字习得——基于脑科学与语

料库研究方法的探讨
11JJD740024 周兢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融

合研究
11JJD840015 吴缚龙

英国卡迪夫大学
（华东师大兼

职）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大城市人口增长与社会公共资源配

置的协同研究
11JJD840016 吴瑞君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促进社会融合提升城市化质量的目

标与路径研究
11JJDZH001 高向东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陆海统筹下沿海城市空间布局优化

与区县管理研究
11JJDZH002 林拓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研究 11JJDZH003 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特大城市区域的多中心空间组

织与发展战略
11JJDZH004 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全球化城市区域产业集聚与空间重

组研究
11JJDZH005 魏也华

美国犹他大学
（华东师大兼

职）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产业升级与中国城市网络的发展研

究
11JJDZH006 徐伟

加拿大
LETHBRRIDGE大
学（华东师大兼

职）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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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部崛起战略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发展
11JJDZH007 赵民 同济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六十年来的港台人文思潮研究 11JJD770008 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近现代中国思想中“自然”与“人

”观念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
11JJD770017 王中江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中国现代认同中的核心观念：以个
人、国家、道德、宗教为中心

11JJD770021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清末民初中国的社会与思想变迁 11JJD770023 杨国强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11JJD750021 杨扬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轴心时代中国的政教思想——历史

梳理与现代诠释
11JJD720002 陈赟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道德行为原理研究：当代的视域 11JJD720003 方旭东 上海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实践智慧：历史与理论 11JJD720004 傅小凡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味觉思想的历史与理论 11JJD720005 贡华南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汉语与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当代

文化建设的语言哲学向度
11JJD720012 刘梁剑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儒耶对话与中国现代思想的生成与

发展
11JJD720018 许苏民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知行哲学的当代研究 11JJD720019 郁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形象记忆过程中信息编码与提取的

脑机制研究
11JJD190003 刘鸣 华南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潜变量交互效应的估计和检验方法

及其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11JJD190005 温忠麟 华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城镇融入及公

共服务研究
10JJDZONGHE022 徐增阳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留学生预科汉语速成教学模式研究 11JJD740010 李向农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汉语语法“普—方”比较研究 11JJD740017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国家、宗教与社会：以近代全真宫
观为中心的探讨（1800—1949）

11JJD770006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时期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资料

整理与研究
11JJD770013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农村与农民问

题研究
11JJD840007 金雁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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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种田农民的代际更替与农村信息环

境建设
11JJD840014 王继新 华中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辽宁东部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 11JJD780001 陈全家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青铜——早期铁器时代蒙古高原古
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究

11JJD780008 朱泓 吉林大学 延期中检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东北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比

较研究
11JJD810007 廉晓梅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当前朝鲜半岛热点问题与中国的对

策研究
11JJD810014 朴英爱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思

想渊源与形成过程研究
11JJD820007 蒋传光 上海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门法学理论研

究
11JJD820013 邱本 温州大学 延期中检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生成

机理与政策应对路径选择
11JJD790010 丁志国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权力范式下的经济非均衡研究 11JJD790049 于维生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 11JJD710006 孙正聿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哲学的当代合理存在形态研究 11JJD720007 贺来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11JJD790039 年志远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研究 11JJD790040 潘石 吉林大学 中检通过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海外新型华人社团的发展及其与居

住地和祖籍国的关系
11JJD810003 高伟浓 暨南大学 中检通过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当代海外华人政治研究 11JJD810008 廖小健 暨南大学 中检通过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族政治学研究 10JJD850004 周传斌 兰州大学 未中检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藏文占卜文书整理研究 11JJD770001 陈践践 兰州大学 中检通过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国藏学通论 11JJD850003 切排 兰州大学 延期中检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世界民族概论 11JJD850009
宗喀·漾正

冈布
兰州大学 中检通过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

心
入盟对东欧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影

响
11JJD810023 殷红 辽宁大学 延期中检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

心
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比较

研究
11JJD810026 张桂文 辽宁大学 中检通过

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辽宁沿海“五点一线”经济带海洋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11JJD790016 盖美 辽宁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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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对滨海湿
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及调控对策

11JJD790051 张华 辽宁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蒙古语族语言比较研究 11JJD740023 照日格图 内蒙古大学 中检通过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蒙古国政局变化及中蒙关系发展趋

势研究
11JJD810019 图们其其格 内蒙古大学 中检通过

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中部地区低碳发展竞争力的比较研

究
11JJD790014 傅春 南昌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扩大内需条件下提高长三角对外开

放水平研究
11JJD790036 刘志彪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长三角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问题研究
11JJD790044 吴福象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

中心
低俗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11JJD710002 姜迎春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

中心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

的变形和分化
11JJD710011 姚顺良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现当代作家修辞艺术研究——

以个案分析为基本方法
11JJD750017 王彬彬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 11JJD750019 王尧 苏州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现代国家建设与党国体制实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党政关系研

究（1927-1937）
11JJD770016 王云骏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民国时期

的大学与国家关系研究
11JJD770027 朱庆葆 南京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青少年交往与道德学习的社会学研

究
11JJD880019 齐学红 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现代生活方式与道德教育 11JJD880020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中国参与2011年美国APEC会议咨询

研究
10JJDGJW002 宫占奎 南开大学 已结项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拉丁美洲农业与农村社会的变迁 10JJD770021 王萍 南开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此项目阶
段性成果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中国参与2012年俄罗斯APEC会议咨

询研究
11JJD810011 孟夏 南开大学 已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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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研究 11JJD810025 张伯伟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企业战略转型中的公司治理问题研

究
11JJD630002 薛有志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基于董事会能力的企业投融资战略

治理研究
11JJD630005 周建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市场与我国

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11JJD790005 陈漓高 南开大学 延期中检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中国在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体系中的

地位及发展趋势研究
11JJD790024 胡昭玲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东亚一体化的历史遗产与现实选择 11JJD770012 莽景石 南开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见成果材

料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战后日本提升国家软实力研究 11JJD770025 张健 南开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成果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研究
11JJD790038 倪志良 南开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排放总量约束下政府和市场的治理
互补与组织创新——以EMC和碳汇

交易为例
11JJD790045 谢思全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现代中国的日常生活 11JJD770026 张思 南开大学 延期中检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先秦日常生活研究 11JJD770028 朱彦民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 西夏文学研究 11JJD770009 胡玉冰 宁夏大学 中检通过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新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点难

点问题研究
11JJD880001 蔡乐苏 清华大学 延期中检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专题研究
11JJD880025 吴倬 清华大学 中检通过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技术创业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构

建研究
11JJD630003 杨德林 清华大学 延期中检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售后服务链优化与协调研究 11JJD630004 张菊亮 清华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

研究
11JJD710005 马风书 山东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史上的若干重

大分歧问题研究
11JJD710012 张光明 北京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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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环境美学与美学的改造 11JJD750014
鲁枢元、程

相占
山东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礼乐文化与中国审美文化研究 11JJD750025
周怡、张义

宾
山东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中心
儒家形而上学：儒家哲学的基本问

题及其历史演变
11JJD720014 沈顺福 山东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密释纳》译注与研究 11JJD730004 张平
以色列特拉维夫
大学、山东大学

延期中检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宗教生态研究："圣地"曲
阜宗教生态现状、特点及其成因分

析
11JJD730005

赵杰、马广
海

山东大学 延期中检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文化资源调查

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10JJDZONGHE008 陈国忠 山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儒学与齐鲁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11JJD750011 梁宗华 山东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
朝鲜李朝使臣视域中的山东——明
代山东社会暨中韩文化交流研究

11JJD750013 刘焕阳 鲁东大学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语境论与当代数学哲学的发展 11JJD720011 刘杰 山西大学 中检通过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语境论科学思想史研究 11JJD720016 魏屹东 山西大学 延期中检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

发展研究院
西北农业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基
于GAMS平台的空间水资源模型应用

11JJD790012 方兰 陕西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

发展研究院
600年来西北地区经济社会运行中

的城镇发展与市场发育研究
11JJD790034 刘景纯 陕西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新会计准则执行效果与经济后果研

究
11JJD790008 陈信元 上海财经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我国证券市场分析师独立性问题研

究
11JJD790055 朱红军 上海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都市文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11JJD750008 蒯大申 上海师范大学 延期中检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建设

研究
11JJD750020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当代中东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与中

国伊斯兰教的和谐发展
11JJD810002 丁俊 西北民族大学 中检通过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中国与大中东地区产油国能源合作

案例研究
11JJD810021 吴磊 云南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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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深圳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11JJD790018 高兴民 深圳大学 中检通过
深圳大学 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经济特区转型发展的制度研究 11JJD790050 袁易明 深圳大学 中检通过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广韵》《集韵》对照整理与研究 11JJD750002 冯蒸 首都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新诗核心命题研

究
11JJD750024 张桃洲 首都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中印市场经济环境中社会问题研究 10JJDGJW016 张伟 四川大学 未中检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道教目录学史 11JJD730003 杨光文 四川大学 中检通过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文化视角下的中印关系研究 11JJD810024 尹锡南 四川大学 中检通过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与研究 11JJD780006 汤惠生 四川大学 延期中检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第五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主要
民生政策评估与改进对策研究

11JJD850008 杨明洪 四川大学 中检通过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中国古代民间神灵信仰研究（一） 11JJD750010 李祥林 四川大学 中检通过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史 11JJD750018 王红 四川大学 延期中检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方言史 11JJD780002 邓英树 四川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西南夷”考古学文化研究 11JJD780003 刘弘 四川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低碳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

--以苏南为案例
10JJDZONGHE020 顾建平 苏州大学 中检通过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人口城镇化研

究
11JJD840004 高峰 苏州大学 中检通过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研究 11JJD840010 林闽钢 南京大学 中检通过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素质与情绪调适

研究
10JJDXLX003 王延文 天津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成果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学习困难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素质与

其可塑性教育
10JJDXLX004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未中检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素质的研究 11JJD190001 洪炜 北京大学医学部 延期中检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我国中产阶级心理健康素质的现状

及其促进策略
11JJD190004 沈德立 天津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成果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新闻发言人评价机制研究 10JJD860001 罗以澄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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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广告产业

发展研究
10JJD860002 张金海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国际金融法律秩序变革研究 11JJD820009 李仁真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制度改革

与中国的法律对策研究
11JJD820018 张庆麟 武汉大学 延期中检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新时期环境保护体制机制改革与环

境法律制度变革
11JJD820001 钭晓东 温州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后京都时代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之法律对策研究
11JJD820019 朱晓勤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工业化中期阶段典型国家经济发展
模式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11JJD790030 李卓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部地区低碳产业发展与“两型社

会”建设研究
11JJD790031 刘传江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传媒生态变革与新闻传媒发展体制

和机制研究
11JJD860003 强月新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本土媒体全球化发展历程及问题研

究
11JJD860004 王瀚东 武汉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社会保障精算研究 11JJD840017 殷俊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中外数字出版法律制度研究 11JJD820005 黄先蓉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信息资源云体系及服务模型研究 11JJD630001 邓仲华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科举制度与明清社会 11JJD750001 陈文新 武汉大学 中检通过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循环经济发展路

径与政策机制研究
10JJD790040 赵海东 内蒙古大学 中检通过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西部大开发的理论阐释、效应评估

及发展战略调整
10JJD790041 冯涛 西安交通大学 中检通过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中国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分

工的理论及政策支持研究
11JJD790013 冯宗宪 西安交通大学 中检通过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
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研究

11JJD790022 何炼成 西北大学 延期中检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新疆、西藏内地班办学效益研究 10JJD880014 田学红 西北师范大学 未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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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边境教育安全与社会稳定研究——

以云南省为例
11JJD880022 王凌 云南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新疆维汉双语教学现状及有效推进

模式研究
11JJD880023 王兆璟 西北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西藏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藏族十大著名史学家传记 11JJD850001 次旦扎西 西藏大学 中检通过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跟踪研究与绩效

评价
11JJD790035 刘锡良 西南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资本约束下的城市商业银行行为研

究
11JJD790043 王擎 西南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

中心
西南民族传统科技的教育转换研究 11JJD880017 廖伯琴 西南大学 中检通过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

中心
西南边疆跨境民族教育发展现状比

较研究
11JJD880028

徐书业、罗
江华

广西钦州学院、
西南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东南亚宗教与政治发展：历史与现

状
11JJD810015 施雪琴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研究 11JJD810020 王勤 厦门大学 已结项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现代大学制度原理与中国大学模式

探索
11JJD880021 王洪才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教育审视与治

理
11JJD880026 武毅英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11JJD790046 许文彬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集团风险管控的会计内部报告

研究
11JJD790006 陈少华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非市场的控制权转移 11JJD790032 刘峰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后ECFA时代两岸经济合作发展趋势

与对策研究
11JJD810006 李非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海峡两岸文教交流与民众认知系统

变迁关联性研究
11JJD810009 林劲 厦门大学 中检通过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毛泽东手迹的精神世界研究 11JJD710004 龙剑宇 湘潭大学 延期中检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建构理想与现实的合理张力：从毛
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思想历程研究
11JJD710008 王文兵 湘潭大学 中检通过



附件2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社会跨越

式发展需求研究
11JJD850002 李中耀 新疆大学 中检通过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基于跨越式发展的新疆向西开放体

系建设研究
11JJD850005 孙慧 新疆大学 中检通过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大图们江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11JJD810027 张杰 延边大学 中检通过

延边大学 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朝鲜平壤一带乐浪墓葬 11JJD810028 郑永振 延边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

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中越

边境跨国民族流动研究
11JJD850004 秦红增 云南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投资者
保护与融资行为—以民营上市企业

与国有上市企业为比较
10JJD790031 钱彦敏 浙江大学 未中检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

究
10JJD790017 徐旭初 浙江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今训汇纂（魏晋南北朝卷） 11JJD740016 王云路 浙江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今训汇纂（隋唐五代卷下） 11JJD740022 张涌泉 浙江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资源性产业改革与政府管制研究—
—基于纵向关联与多管制目标协同

的视角
11JJD790048 叶建亮 浙江大学 延期中检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研究：以

浙江省为例
11JJD790054 章华 浙江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问题

研究
11JJD790003 车裕斌 浙江师范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见成果材
料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

究中心
中国山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路径

与对策研究
11JJD790023 洪名勇 贵州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交易方式变革与中国流通现代化研

究
10JJD790022 郑勇军 浙江工商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商贸流通的基础理论构建研究 11JJD790021 何大安 浙江工商大学 中检通过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中国流通业商业模式运行机制研究 11JJD790042 盛亚 浙江工商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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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 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公民意识现状调查与公民意识教育

体系研究
11JJD880032 杨云香 郑州大学 延期中检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中国电视艺术史 11JJD860002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危机意识、危机

传播与媒介素养研究
11JJD860006 袁军 中国传媒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国际法律环境

与实践研究
11JJD820010 刘惠荣 中国海洋大学 延期中检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我国海洋优势产业培育及发展战略

研究
11JJD790041 邵桂兰 中国海洋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
中日韩道德教育比较研究 10JJD720008 冯俊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助老模式的考察与理论研

究
10JJD840006 姜向群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高延《中国宗教体系》翻译 11JJD730001 黄海德 华侨大学 延期中检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研究 11JJD730002 刘成有 中央民族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
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11JJD720009 焦国成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
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伦理研究 11JJD720017 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专利制度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11JJD820003 郭禾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物权法重大问题研究 11JJD820012 梅夏英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新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理论

和实践在欧洲的演变与趋势
11JJD810013 庞中英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中国与欧盟的国家与地区创新体系

比较研究
11JJD810016 史世伟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延期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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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百年清史研究学术史 11JJD770002
戴逸、李文

海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满文、满文文献与清史研究 11JJD770019 乌云毕力格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二代移民研究 11JJD840002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家庭变迁及其政策意义 11JJD840009 李建民 南开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

心
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 11JJD840005 郭星华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

心
中国城市初级生活圈的变迁与重构 11JJD840011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无项目负责
人第一署名

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大众传媒在区域形象构建中的作用
以及运行机制——基于重庆区域传

播实践的研究
11JJD860001 高钢 中国人民大学 延期中检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全球传播背景下的中国公共外交研

究
11JJD860008 钟新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跨国公司犯罪的法律控制问题研究 11JJD820014 邵沙平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及其变动的

测度与研究
11JJD790028 纪宏

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流行病学中APC模型的识别问题研

究
11JJD840012 彭非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未通过

非正式出版
发表成果
（用稿证
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

心
我国金融风险管理和监管问题研究 11JJD790009 陈忠阳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

心
中国税制改革中的风险问题研究 11JJD790037 马海涛 中央财经大学 中检未通过

未标注“教
育部人文社
科***资助”

字样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院
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金融

战略研究
11JJD790011 方芳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院
适宜技术、结构失衡与中国经济增

长模式
11JJD790033 刘凤良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

时代化问题研究
11JJD710009 王向明 中国人民大学 延期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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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
全球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

化研究
11JJD710013 赵汇 中国人民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中国古代的法制与秩序：文官治理

与行政秩序
11JJD820002 顾元 中国政法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中华法系与东亚法研究 11JJD820008 李青 中国政法大学 延期中检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民事审判权与审判责任研究 11JJD820015 宋朝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检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实施问

题研究
11JJD820016 杨宇冠 中国政法大学 中检通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版权法的现实困境与未来模式研究 11JJD820004 胡开忠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中检通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发展与法律

保护研究
11JJD820006 黄玉烨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香港信息公开制度研究 10JJDGJW013 刘恒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研

究
10JJD630016 何艳玲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香港政治发展与特区政府管治研究 11JJD810001 陈丽君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粤港澳服务业分工合作研究 11JJD810010 毛艳华 中山大学 延期中检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明清帝国的建构与西南土著社会演

变
11JJD770018 温春来 中山大学 延期中检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蒙古人原始思维与论证方式研究 11JJD720015 图·乌力吉 内蒙古师范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量化线性时序逻辑研究 11JJD720020 赵希顺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所
实践语言、实践思维与实践智慧 11JJD710010 徐长福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和产业

化问题研究
11JJD780004 刘晓春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公民身份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11JJD840006 郭忠华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建构“社会中国”：中国社会政策

模式研究
11JJD840018 岳经纶 中山大学 中检通过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数量风险管理在长寿风险、最优再

保险和计算金融中的应用
11JJD790004 陈建成 中央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保险精算中极端事件模型的研究 11JJD790053 张奕 中央财经大学 中检通过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软实力建设：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

陈述研究和分析
10JJD850008 潘蛟 中央民族大学 未中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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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国边境地区语言文化安全调查—
—边境民族语言关系及语言生活研

究
11JJD850006 王远新 中央民族大学 中检通过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中国少数民族法制体系创新发展战

略前沿探索
11JJD850007 熊文钊 中央民族大学 中检通过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 中国电子音乐研究 10JJD760002 张小夫 中央音乐学院 中检通过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 海峡两岸音乐创作研究 11JJD760001 韩钟恩 上海音乐学院 延期中检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 侗族大歌研究 11JJD760002 杨民康 中央音乐学院 中检通过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长江上游地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

的总体战略与政策研究
10JJD790029 赵金锁 重庆工商大学 中检通过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长江上游典型库区旅游经济发展现

状调查与对策
11JJD790026 黄大勇 重庆工商大学 延期中检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成渝经济区内跨省区经济合作研究 11JJD790047 杨继瑞 重庆工商大学 中检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