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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拟奖励成果名单（1537 项） 
 

 

著作论文奖（1236 项）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陈金龙 一等奖 

恽代英全集（1-9卷）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李良明 一等奖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刘同舫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1917-1927）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吕延勤 一等奖 

“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郇庆治 一等奖 

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陈学明 一等奖 

中国的价值观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韩震 一等奖 

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王永贵 一等奖 

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真实用意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刘书林 一等奖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通论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王占仁 一等奖 

社会主义荣辱观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吴潜涛 一等奖 

希腊哲学史（修订本） 著作 哲学 陈村富 一等奖 

仁学本体论 著作 哲学 陈来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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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著作 哲学 樊和平 一等奖 

Substance and Method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著作 哲学 刘闯 一等奖 

杜威全集 著作 哲学 刘放桐 一等奖 

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理论建构与多元维度 著作 哲学 殷杰 一等奖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 著作 哲学 张立文 一等奖 

东亚道教研究 著作 宗教学 孙亦平 一等奖 

“宗教中国化”义理研究 著作 宗教学 张志刚 一等奖 

新时代俄汉详解大词典 著作 语言学 

黑龙江大学俄罗

斯语言文学与文

化研究中心辞书

研究所 

一等奖 

古汉字发展论 著作 语言学 黄德宽 一等奖 

明清闽北方言韵书手抄本音系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马重奇 一等奖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著作 语言学 裘锡圭 一等奖 

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王洪君 一等奖 

汉字构形学导论 著作 语言学 王宁 一等奖 

傅雷翻译研究 著作 语言学 许钧 一等奖 

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著作 语言学 詹伯慧 一等奖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与外语教学 著作 语言学 张德禄 一等奖 

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全 9卷） 著作 中国文学 曾繁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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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著作 中国文学 陈大康 一等奖 

中国新诗史（1916-1949）（三卷本） 著作 中国文学 陆耀东 一等奖 

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 著作 中国文学 罗时进 一等奖 

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彭玉平 一等奖 

鲁迅与俄国 著作 中国文学 孙郁 一等奖 

现代中国佛教文学史稿 著作 中国文学 谭桂林 一等奖 

王安石全集 著作 中国文学 王水照 一等奖 

中国辞赋理论通史 著作 中国文学 许结 一等奖 

李太白全集校注 著作 中国文学 郁贤皓 一等奖 

论经典 著作 中国文学 詹福瑞 一等奖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著作 外国文学 陈建华 一等奖 

古犹太历史文化语境下的希伯来圣经文学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王立新 一等奖 

美国文学大辞典 著作 外国文学 虞建华 一等奖 

文明前的“文明”——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上、

下卷） 
著作 艺术学 陈望衡 一等奖 

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理论大系 著作 艺术学 董健 一等奖 

镇江近代建筑 著作 艺术学 过伟敏 一等奖 

立论中国影视 著作 艺术学 胡智锋 一等奖 

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 著作 艺术学 李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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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电影表演美学思潮史述（1979-2015） 著作 艺术学 厉震林 一等奖 

先秦两汉艺术观念史（两卷本） 著作 艺术学 刘成纪 一等奖 

艺术公赏力 著作 艺术学 王一川 一等奖 

音乐百科全书 著作 艺术学 吴祖强 一等奖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 著作 艺术学 俞为民 一等奖 

秦简牍合集（1-4卷） 著作 历史学 陈伟 一等奖 

从“请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来“自中心化”之

行动过程 
著作 历史学 韩东育 一等奖 

子弹库帛书（上、下） 著作 历史学 李零 一等奖 

宋会要辑稿 著作 历史学 刘琳 一等奖 

英国通史（全 6卷） 著作 历史学 钱乘旦 一等奖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 著作 历史学 吴松弟 一等奖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著作 历史学 徐勇 一等奖 

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 著作 历史学 张宪文 一等奖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著作 历史学 周振鹤 一等奖 

追迹三代 著作 考古学 孙庆伟 一等奖 

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 著作 经济学 曾康霖 一等奖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

跨国投入-产出分析 
论文 经济学 程大中 一等奖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论文 经济学 程名望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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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现代经济学大典 著作 经济学 洪银兴 一等奖 

中国主要城市化地区测度——基于人口聚集视角 论文 经济学 江曼琦 一等奖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论文 经济学 鞠建东 一等奖 

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级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

念 
著作 经济学 林毅夫 一等奖 

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 著作 经济学 刘守英 一等奖 

经济增长与结构演进：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经验 著作 经济学 刘伟 一等奖 

科斯定理：反思与拓展——兼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改

革与选择 
论文 经济学 罗必良 一等奖 

大国经济发展理论 著作 经济学 欧阳峣 一等奖 

低碳经济转型下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著作 经济学 齐绍洲 一等奖 

人口迁移影响下的中国农民家庭 著作 经济学 钱文荣 一等奖 

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 著作 经济学 田国强 一等奖 

我国公共财政风险评估及其防范对策研究 著作 经济学 吴俊培 一等奖 

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

择机制 
论文 经济学 吴力波 一等奖 

家庭财富不平等会自我放大吗？——基于家庭财务杠

杆的分析 
论文 经济学 吴卫星 一等奖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著作 经济学 杨瑞龙 一等奖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across Countries and Asset Classes 
论文 经济学 杨子晖 一等奖 

Roads, Railroads,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 
论文 经济学 张庆华 一等奖 

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存续与变迁 论文 政治学 王敬尧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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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研究及启示 著作 政治学 王浦劬 一等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 著作 政治学 徐大同 一等奖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通史（全四卷） 著作 法学 公丕祥 一等奖 

法律文化的数学解释 著作 法学 何柏生 一等奖 

检察官客观义务论 著作 法学 龙宗智 一等奖 

中国法制史大辞典 著作 法学 蒲坚 一等奖 

侵权责任法研究（第二版）(上、下卷) 著作 法学 王利明 一等奖 

Conflict of Law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著作 法学 肖永平 一等奖 

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 著作 法学 张晋藩 一等奖 

分配危机与经济法规制 著作 法学 张守文 一等奖 

构建两岸交往机制的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法学 周叶中 一等奖 

行政裁量基准研究 著作 法学 周佑勇 一等奖 

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 著作 社会学 李路路 一等奖 

新时期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 著作 社会学 李友梅 一等奖 

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 著作 社会学 马戎 一等奖 

土地集体化与农村传统大家庭的结构转型 论文 社会学 王天夫 一等奖 

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 论文 人口学 杨菊华 一等奖 

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方铁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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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冯骥才 一等奖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王文光 一等奖 

1927-1950年中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较量与争论

（上、下卷）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张皓 一等奖 

中国公共关系史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胡百精 一等奖 

符号中国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隋岩 一等奖 

新闻观念论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杨保军 一等奖 

新闻传播的大数据时代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喻国明 一等奖 

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与政策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冯惠玲 一等奖 

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金波 一等奖 

学校课程实施过程质量评估 著作 教育学 崔允漷 一等奖 

中国学校研究 著作 教育学 顾明远 一等奖 

众创时代高校创业教育新探索 著作 教育学 黄兆信 一等奖 

学业负担论纲 著作 教育学 靳玉乐 一等奖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

境与战略选择 
论文 教育学 李森 一等奖 

大学教师发展论纲——理念、内涵、方式、组织、动

力 
论文 教育学 潘懋元 一等奖 

论教师的哲学 论文 教育学 戚万学 一等奖 

教育改革的“中国问题” 著作 教育学 吴康宁 一等奖 

回归突破：“生命·实践”教育学论纲 著作 教育学 叶澜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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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反思、批判与变革 论文 教育学 张应强 一等奖 

民办学校分类管理政策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周海涛 一等奖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1-8卷) 著作 教育学 周洪宇 一等奖 

从长安到雅典——丝绸之路古代体育文化 著作 体育学 孙麒麟 一等奖 

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 著作 体育学 杨桦 一等奖 

体育法学概念的再认识 论文 体育学 周爱光 一等奖 

中国政府统计问题研究 著作 统计学 许宪春 一等奖 

Regional Ambient Temperature is Associated with 

Human Personality 
论文 心理学 王垒 一等奖 

Monotonicity of effect sizes: Questioning 

kappa-squared as mediation effect size measure 
论文 心理学 温忠麟 一等奖 

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态监测与政策支撑体系研

究 
著作 管理学 范柏乃 一等奖 

Multi-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with 

aspirations: A case study 
论文 管理学 冯博 一等奖 

Technology Evaluation and Imitation: Do They 

Have Differential or Dichotomous Effects on ERP 

Adoption and Assimilation in China? 

论文 管理学 赖福军 一等奖 

提升中国产品海外形象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林汉川 一等奖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FDI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Firm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Home Country Government Support and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s 

论文 管理学 路江涌 一等奖 

稀土产业管制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毛克贞 一等奖 

中国土地和矿产资源有效供给与高效配置机制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曲福田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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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Motivation of User-Generated Content: Social 

Connectedness Moderates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Rewards 

论文 管理学 孙亚程 一等奖 

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我国特困地区的贫困与扶贫

策略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汪三贵 一等奖 

Project Customization and the Supplier 

Revenue–Cost Dilemmas: The Critical Roles of 

Supplier-Customer Coordination 

论文 管理学 王永贵 一等奖 

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firms and customers: 

The role of big data-based cooperative assets 
论文 管理学 谢康 一等奖 

科技全球化与中国发展 著作 管理学 薛澜 一等奖 

土地整治规划设计研究 著作 管理学 严金明 一等奖 

大数据中的管理问题：基于大数据的资源观 论文 管理学 杨善林 一等奖 

Class-Based Storage with a Finite Number of 

Items: Using More Classes is Not Always Better 
论文 管理学 余玉刚 一等奖 

基于变革管理视角对三十年来机构改革的审视 论文 管理学 周志忍 一等奖 

互联网国际政治学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余丽 一等奖 

全球学导论 著作 交叉学科 蔡拓 一等奖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关世杰 一等奖 

喀斯特人地系统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胡宝清 一等奖 

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 著作 交叉学科 刘江永 一等奖 

科学与人文新论 著作 交叉学科 孟建伟 一等奖 

Geo-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in China's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Context 
著作 交叉学科 汪芳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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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曹典顺 二等奖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的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方世南 二等奖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中国实践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洪光东 二等奖 

马克思主义魅力与信仰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黄明理 二等奖 

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权稳定问题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李安增 二等奖 

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李佑新 二等奖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梁星亮 二等奖 

近代中国的民主之路与历史经验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刘焕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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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刘敬东 二等奖 

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第二

版）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鲁品越 二等奖 

新时期 新探索 新征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聂运麟 二等奖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任平 二等奖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理论主题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孙熙国 二等奖 

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谭培文 二等奖 

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意识问题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童晋 二等奖 

马克思社会公正思想论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汪盛玉 二等奖 

东方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中、印、俄发展模式比

较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王聚芹 二等奖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年探索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王韶兴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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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王新生 二等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王雨辰 二等奖 

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构建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叶险明 二等奖 

经典作家探索理想社会与实现中国梦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俞良早 二等奖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张云飞 二等奖 

毛泽东思想纵横观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郑德荣 二等奖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及永恒价值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浙江省红船精

神研究”课题组 
二等奖 

中国模式：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陈曙光 二等奖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及其区域实现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邓玲 二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思潮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邓卓明 二等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房广顺 二等奖 

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骆郁廷 二等奖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

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齐鹏飞 二等奖 

“新的历史特点论”：党中央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历史

基座 
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尚庆飞 二等奖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陶文昭 二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论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田克勤 二等奖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吴学琴 二等奖 

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肖贵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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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徐艳玲 二等奖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论纲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张国祚 二等奖 

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张维为 二等奖 

民生与执政资源开发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赵中源 二等奖 

“结构与选择”机制下的人的生命本体——马克思主

义人学理论的新探索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陈秉公 二等奖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之道——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相结合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戴木才 二等奖 

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冯刚 二等奖 

高校课程体系合力育人的理论逻辑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高国希 二等奖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 30 年的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马建青 二等奖 

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机制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马抗美 二等奖 

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邱吉 二等奖 

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 2016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沈壮海 二等奖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孙其昂 二等奖 

社会主义价值论纲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王学俭 二等奖 

网络人际互动——网络实践的社会视野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吴满意 二等奖 

论中国崛起的文明特质与世界意义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项久雨 二等奖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定位与运行特征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张澍军 二等奖 

共产党员理想信念论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郑永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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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悖论研究 著作 哲学 陈波 二等奖 

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

换及效应 
著作 哲学 陈亚军 二等奖 

启蒙伦理与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德国古典哲学的

道德事业之重审 
著作 哲学 邓安庆 二等奖 

启蒙的第三要义：《判断力批判》中的启蒙思想 论文 哲学 韩水法 二等奖 

西方德性思想史 著作 哲学 江畅 二等奖 

心灵的形式化及其挑战：认知科学的哲学 著作 哲学 李建会 二等奖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著作 哲学 李猛 二等奖 

Efficient Computation of Argumentation 

Semantics 
著作 哲学 廖备水 二等奖 

Logical dynamics of belief change in the 

community 
论文 哲学 刘奋荣 二等奖 

切入现实：马克思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与超越 论文 哲学 刘森林 二等奖 

关学文库·关学文献整理系列 著作 哲学 刘学智 二等奖 

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例

的分析 
著作 哲学 尚智丛 二等奖 

事实与价值——休谟问题及其解决尝试（修订本） 著作 哲学 孙伟平 二等奖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 著作 哲学 孙正聿 二等奖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八卷本） 著作 哲学 唐凯麟 二等奖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批判性解读 著作 哲学 唐正东 二等奖 

李达全集 著作 哲学 汪信砚 二等奖 

论分析技术哲学的可能进路 论文 哲学 吴国林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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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什么是科学 著作 哲学 吴国盛 二等奖 

“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 论文 哲学 吴晓明 二等奖 

奥义书思想研究（1-5卷） 著作 哲学 吴学国 二等奖 

改变世界的哲学现实观 论文 哲学 夏莹 二等奖 

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分析——基于生物完整性的视角 论文 哲学 肖显静 二等奖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 著作 哲学 许苏民 二等奖 

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著作 哲学 杨耕 二等奖 

基于“事”的世界 论文 哲学 杨国荣 二等奖 

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五卷本） 著作 哲学 杨泽波 二等奖 

《资本论》的哲学 著作 哲学 仰海峰 二等奖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 著作 哲学 叶朗 二等奖 

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 著作 哲学 俞吾金 二等奖 

当代逻辑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著作 哲学 张建军 二等奖 

回到福柯——暴力性构序与生命治安的话语构境 著作 哲学 张异宾 二等奖 

湘学通论 著作 哲学 朱汉民 二等奖 

虚无主义研究 著作 哲学 邹诗鹏 二等奖 

敌人论 著作 哲学 左高山 二等奖 

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 著作 宗教学 才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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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

潮研究 
著作 宗教学 丁俊 二等奖 

近代中国宗教文化史研究 著作 宗教学 何建明 二等奖 

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 著作 宗教学 姜守诚 二等奖 

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著作 宗教学 李天纲 二等奖 

道教授箓制度研究 著作 宗教学 刘仲宇 二等奖 

无神论与中国佛学 著作 宗教学 王月清 二等奖 

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 著作 宗教学 尹志华 二等奖 

边疆宗教治理研究 论文 宗教学 张桥贵 二等奖 

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阿不都热西

提·亚库甫 
二等奖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 著作 语言学 白于蓝 二等奖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陈保亚 二等奖 

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 译味 译境 著作 语言学 陈大亮 二等奖 

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 著作 语言学 陈晓锦 二等奖 

当代俄语现状研究 著作 语言学 褚敏 二等奖 

《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 著作 语言学 丁治民 二等奖 

花园幽径句行进错位的计算语言学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杜家利 二等奖 

中国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环境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顾佩娅 二等奖 

计算机自适应语言测试模型设计与效度验证 著作 语言学 何莲珍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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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新世纪英汉大词典（缩印本） 著作 语言学 胡壮麟 二等奖 

A Dynamic Glottal Model through High-speed 

Imaging 
论文 语言学 孔江平 二等奖 

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李守奎 二等奖 

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李炜 二等奖 

台湾汉语音韵学史（上、下） 著作 语言学 李无未 二等奖 

《玛纳斯》翻译传播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梁真惠 二等奖 

翻译批评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刘云虹 二等奖 

翻译与中国现代性 著作 语言学 罗选民 二等奖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 著作 语言学 毛远明 二等奖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the Chinese EFL 

University Classro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著作 语言学 彭剑娥 二等奖 

语言服务引论 著作 语言学 屈哨兵 二等奖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著作 语言学 施旭 二等奖 

Effect of Alignment on L2 Written Production 论文 语言学 王初明 二等奖 

绍兴方言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王福堂 二等奖 

第二语言学习者汉语声调范畴习得与模拟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王建勤 二等奖 

敦煌西域法制文书语言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王启涛 二等奖 

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王云路 二等奖 

语用预设的认知语用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魏在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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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契丹小字再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吴英喆 二等奖 

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吴泽顺 二等奖 

Recontextu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Media 

Discourse：An analysis of the First-Instance 

Judgement of the Peng Yu Case 

论文 语言学 武建国 二等奖 

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历史层次分析 著作 语言学 咸蔓雪 二等奖 

从《切韵》到《广韵》 著作 语言学 熊桂芬 二等奖 

汉代文字编 著作 语言学 徐正考 二等奖 

Prosodic expectations in silent reading: ERP 

evidence from rhyme scheme and semantic 

congruence in classic Chinese poems 

论文 语言学 杨亦鸣 二等奖 

五屯话的声调 论文 语言学 
意西微萨· 

阿错 
二等奖 

Cognition-based Studies on Chinese Grammar 著作 语言学 袁毓林 二等奖 

基于语料库的外国人汉语句式习得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张宝林 二等奖 

商周金文辞类纂 著作 语言学 张桂光 二等奖 

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修订版） 著作 语言学 张谊生 二等奖 

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章宜华 二等奖 

语言与国家 著作 语言学 赵世举 二等奖 

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汇释与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郑贤章 二等奖 

虚拟词语空间理论与汉语知识表达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郑艳群 二等奖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 著作 语言学 周领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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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 著作 中国文学 曹顺庆 二等奖 

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及其相关问题 论文 中国文学 曾军 二等奖 

元代诗学通论 著作 中国文学 查洪德 二等奖 

郑振铎年谱 著作 中国文学 陈福康 二等奖 

中国历代民歌史论 著作 中国文学 陈书录 二等奖 

有关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文 中国文学 陈思和 二等奖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著作 中国文学 陈文新 二等奖 

论明清小说寓意法命名的内涵与特点 论文 中国文学 程国赋 二等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论（1949-2015） 著作 中国文学 丁帆 二等奖 

中国叙事学 著作 中国文学 傅修延 二等奖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 著作 中国文学 过常宝 二等奖 

《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 著作 中国文学 何宗美 二等奖 

五四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重构 论文 中国文学 贺仲明 二等奖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胡可先 二等奖 

关于《金瓶梅》词话本的几个问题 论文 中国文学 黄霖 二等奖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黄发有 二等奖 

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 论文 中国文学 蒋寅 二等奖 

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金宏宇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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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唐五代传奇集 著作 中国文学 李剑国 二等奖 

作为方法的“民国” 著作 中国文学 李怡 二等奖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 著作 中国文学 刘勇 二等奖 

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 著作 中国文学 刘增人 二等奖 

空间叙事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龙迪勇 二等奖 

文学地理学原理（上下编） 著作 中国文学 梅新林 二等奖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 著作 中国文学 钱林森 二等奖 

唐诗近体源流 著作 中国文学 钱志熙 二等奖 

性别视角下的中国文学与文化 著作 中国文学 乔以钢 二等奖 

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饶龙隼 二等奖 

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 著作 中国文学 宋炳辉 二等奖 

文学文本解读学 著作 中国文学 孙绍振 二等奖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约 1990-2010） 著作 中国文学 陶东风 二等奖 

探寻“诗心”：《野草》整体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汪卫东 二等奖 

《创造》季刊的正本清源 论文 中国文学 魏建 二等奖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 著作 中国文学 吴俊 二等奖 

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 著作 中国文学 吴晓东 二等奖 

刘禹锡诗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肖瑞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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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全明散曲（增补版） 著作 中国文学 谢伯阳 二等奖 

杜甫集校注 著作 中国文学 谢思炜 二等奖 

清代家集叙录（三卷） 著作 中国文学 徐雁平 二等奖 

上博简《孔子诗论》“颂”论及其诗学史意义 论文 中国文学 徐正英 二等奖 

元曲起源考古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杨栋 二等奖 

陆机集校笺 著作 中国文学 杨明 二等奖 

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

深层机理探究 
著作 中国文学 姚文放 二等奖 

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叶舒宪 二等奖 

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著作 中国文学 张伯伟 二等奖 

莫友芝全集 著作 中国文学 张剑 二等奖 

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 著作 中国文学 赵树功 二等奖 

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 著作 中国文学 赵学勇 二等奖 

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 著作 中国文学 赵勇 二等奖 

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周宪 二等奖 

法眼与诗心：宋代佛禅语境下的诗学话语建构 著作 中国文学 周裕锴 二等奖 

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 著作 中国文学 朱国华 二等奖 

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 著作 中国文学 朱立元 二等奖 

徽商与明清文学 著作 中国文学 朱万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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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审美意识通史(八卷本) 著作 中国文学 朱志荣 二等奖 

印度佛教神话：书写与流传 著作 外国文学 陈明 二等奖 

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 著作 外国文学 董晓 二等奖 

20 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 著作 外国文学 方维规 二等奖 

《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郝田虎 二等奖 

庞德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蒋洪新 二等奖 

贺拉斯诗全集：拉中对照详注本 著作 外国文学 李永毅 二等奖 

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刘亚丁 二等奖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著作 外国文学 聂珍钊 二等奖 

MEMORIES AND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RED SORGHUM AND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论文 外国文学 彭青龙 二等奖 

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

究 
著作 外国文学 钱翰 二等奖 

East-West Exchange and Late Modernism：

Williams, Moore, Pound 
著作 外国文学 钱兆明 二等奖 

新中国 60年外国文学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申丹 二等奖 

启蒙与建构：策·达木丁苏伦蒙古文学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王浩 二等奖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 著作 外国文学 杨金才 二等奖 

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赵炎秋 二等奖 

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 著作 外国文学 赵毅衡 二等奖 



22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近现代海派服装史 著作 艺术学 卞向阳 二等奖 

六朝画论研究 著作 艺术学 陈传席 二等奖 

汉字的诱惑 著作 艺术学 陈楠 二等奖 

丰子恺年谱长编 著作 艺术学 陈星 二等奖 

艺术的本体与维度 著作 艺术学 陈旭光 二等奖 

琴律学 著作 艺术学 陈应时 二等奖 

版画及其创造者：明末湖州刻书与版画创作 著作 艺术学 董捷 二等奖 

20 世纪中国戏剧史（上、下） 著作 艺术学 傅谨 二等奖 

中国古代丝绸设计素材图系·装裱锦绫卷 著作 艺术学 顾春华 二等奖 

十七世纪欧洲与晚明地图交流 著作 艺术学 郭亮 二等奖 

品特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华明 二等奖 

银皮书：2013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 著作 艺术学 黄会林 二等奖 

东亚电影导论 著作 艺术学 黄献文 二等奖 

作曲与分析——音乐结构：形态、构态、对位以及二

元性 
著作 艺术学 贾达群 二等奖 

数理、仿生造形设计方法 著作 艺术学 金剑平 二等奖 

中国歌剧音乐剧通史 著作 艺术学 居其宏 二等奖 

公路电影：现代性、类型与文化价值观 著作 艺术学 李彬 二等奖 

引魂升天，还是招魂入墓——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功能

与汉代的死后招魂习俗 
论文 艺术学 李清泉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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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 著作 艺术学 刘文良 二等奖 

中国古龠考论 著作 艺术学 刘正国 二等奖 

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与交互设计的变革与发展 论文 艺术学 鲁晓波 二等奖 

满映：殖民主义电影政治与美学的魅影 著作 艺术学 逄增玉 二等奖 

艺术学通论 著作 艺术学 彭锋 二等奖 

20 世纪“长安画派”及其影响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屈健 二等奖 

艺术启蒙与趣味冲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1929 年）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商勇 二等奖 

图像与意义：英美现代艺术史论 著作 艺术学 沈语冰 二等奖 

管弦乐队配器法 著作 艺术学 施咏康 二等奖 

走向雪域高原——青藏高原音乐考察研究 著作 艺术学 田联韬 二等奖 

音乐的结构与功能：结构主义的音乐美学探讨 著作 艺术学 王次炤 二等奖 

想象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研究 著作 艺术学 王海洲 二等奖 

景观中的艺术 著作 艺术学 翁剑青 二等奖 

《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吴志武 二等奖 

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 著作 艺术学 向以鲜 二等奖 

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 至 14 世纪中国佛教艺

术图像配置的重构 
论文 艺术学 谢继胜 二等奖 

世界艺术史纲 著作 艺术学 徐子方 二等奖 

江苏园林图像史 著作 艺术学 许浩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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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戏曲文物通论 著作 艺术学 延保全 二等奖 

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 著作 艺术学 杨民康 二等奖 

政治还是娱乐：杏园雅集和《杏园雅集图》新解 论文 艺术学 尹吉男 二等奖 

Chinese Traditional Instrumental Music 著作 艺术学 张伯瑜 二等奖 

中国当代设计全集第十三卷·工业类编·百货篇 著作 艺术学 张凌浩 二等奖 

《韩熙载夜宴图》图像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张朋川 二等奖 

髹饰录与东亚漆艺——传统髹饰工艺体系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张燕 二等奖 

中国油画五百年 著作 艺术学 赵力 二等奖 

亚洲新电影之现代性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周安华 二等奖 

贵州苗族侗族女性传统服饰传承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周梦 二等奖 

中国传统建筑解析与传承（陕西卷） 著作 艺术学 周庆华 二等奖 

天宁梵呗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周耘 二等奖 

苏州艺术通史 著作 艺术学 朱栋霖 二等奖 

中国傩戏剧本集成 著作 艺术学 朱恒夫 二等奖 

西部道教造像艺术研究 著作 艺术学 朱尽晖 二等奖 

后汉书稽疑（上、中、下） 著作 历史学 曹金华 二等奖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著作 历史学 陈宝良 二等奖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 著作 历史学 陈红民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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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旧五代史 著作 历史学 陈尚君 二等奖 

古代东北民族朝贡制度史 著作 历史学 程妮娜 二等奖 

从佃户到田面主：宋代土地产权形态的演变 论文 历史学 戴建国 二等奖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释录 著作 历史学 杜建录 二等奖 

宋代登科总录 著作 历史学 龚延明 二等奖 

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 著作 历史学 顾銮斋 二等奖 

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 著作 历史学 关晓红 二等奖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etrologie 著作 历史学 关增建 二等奖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中、下卷） 著作 历史学 郭丹彤 二等奖 

南京古旧地图集 著作 历史学 胡阿祥 二等奖 

明清歇家研究 著作 历史学 胡铁球 二等奖 

《西夏书》校补 著作 历史学 胡玉冰 二等奖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著作 历史学 黄兴涛 二等奖 

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 著作 历史学 蓝勇 二等奖 

美国人才吸引战略与政策史研究 著作 历史学 梁茂信 二等奖 

中国近代商会通史 著作 历史学 马敏 二等奖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

1911 
著作 历史学 倪玉平 二等奖 

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 著作 历史学 潘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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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瞿林东文集（10卷本） 著作 历史学 瞿林东 二等奖 

孙中山史事编年（全 12卷） 著作 历史学 桑兵 二等奖 

日军“慰安妇”研究 著作 历史学 苏智良 二等奖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著作 历史学 孙继民 二等奖 

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上、下

卷） 
著作 历史学 汤开建 二等奖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

(1913-1945) 
著作 历史学 王立新 二等奖 

乡路漫漫——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著作 历史学 王先明 二等奖 

文化的他者：欧洲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 著作 历史学 王晓德 二等奖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 著作 历史学 王学典 二等奖 

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

的“中国都市国家论” 
论文 历史学 王彦辉 二等奖 

秦汉称谓研究 著作 历史学 王子今 二等奖 

皮锡瑞全集 著作 历史学 吴仰湘 二等奖 

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 著作 历史学 夏代云 二等奖 

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 论文 历史学 向荣 二等奖 

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著作 历史学 谢湜 二等奖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增补

本） 
著作 历史学 阎步克 二等奖 

中国邮政通史 著作 历史学 叶美兰 二等奖 

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著作 历史学 余新忠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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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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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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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史研究新维度——国家形态·历史观念·集体记

忆 
著作 历史学 张倩红 二等奖 

钓鱼岛问题文献集 著作 历史学 张生 二等奖 

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著作 历史学 张伟然 二等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五卷本） 著作 历史学 张希清 二等奖 

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源起（1847

－1973） 
著作 历史学 张勇安 二等奖 

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 著作 历史学 章清 二等奖 

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著作 历史学 郑师渠 二等奖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著作 历史学 邹振环 二等奖 

中国历代长城发现与研究 著作 考古学 段清波 二等奖 

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著作 考古学 韩建业 二等奖 

青藏高原考古研究 著作 考古学 霍巍 二等奖 

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

育过程 
著作 考古学 杨建华 二等奖 

两城镇——1998-2001 年发掘报告 著作 考古学 中美联合考古队 二等奖 

Do Cash Flows of Growth Stocks Really Grow 

Faster? 
论文 经济学 Chen Huafeng 二等奖 

竞争驱动、政策干预与产能扩张——兼论“潮涌现

象”的微观机制 
论文 经济学 白让让 二等奖 

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市场风险 著作 经济学 曾雪云 二等奖 

Robust equilibrium reinsurance-investment 

strategy for a mean–variance insurer in a 

model with jumps 

论文 经济学 曾燕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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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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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Measured skill premia and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论文 经济学 陈波 二等奖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

角 
论文 经济学 陈诗一 二等奖 

Inter-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industrial-

polic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China's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论文 经济学 陈钊 二等奖 

Firm-specific Exchange Rate Shocks and 

Employment Adju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经济学 戴觅 二等奖 

The Allo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s in a 

Rent-seeking Society: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经济学 董志强 二等奖 

农村宅基地退出与补偿机制研究 著作 经济学 杜伟 二等奖 

货币政策目标论 著作 经济学 范从来 二等奖 

居住模式与中国城镇化——基于土地供给视角的经验

研究 
论文 经济学 范剑勇 二等奖 

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 论文 经济学 方福前 二等奖 

医疗需求与中国医疗费用增长——基于城乡老年医疗

支出差异的视角 
论文 经济学 封进 二等奖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著作 经济学 冯宗宪 二等奖 

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论文 经济学 傅元海 二等奖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2014 著作 经济学 甘犁 二等奖 

养老金制度精算设计及动态投资策略研究 著作 经济学 高建伟 二等奖 

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

运用初探——以 SNA2008和 SEEA2012为线索的分析 
论文 经济学 耿建新 二等奖 

New Investors and Bubbles:  An Analysis of the 

Baosteel Call Warrant Bubble 
论文 经济学 龚冰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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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论文 经济学 龚刚 二等奖 

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 论文 经济学 龚强 二等奖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

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 
论文 经济学 郭克莎 二等奖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论文 经济学 郭熙保 二等奖 

中国地方财政隐性赤字的演化路径、激励机制与风险

监管研究 
著作 经济学 郭玉清 二等奖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营销渠道力——基于纵向组织

关系的西部地区研究 
著作 经济学 侯淑霞 二等奖 

医保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研究——基于 URBMI 试点评估

入户调查数据 
论文 经济学 黄薇 二等奖 

准前沿经济体的技术进步路径及动力转换——从“追

赶导向”到“竞争导向” 
论文 经济学 黄先海 二等奖 

论中国的“金融超发展” 论文 经济学 黄宪 二等奖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论文 经济学 黄张凯 二等奖 

Economic Freedom, Investment Flexibility,and 

Equity Value: A Cross-Country Study 
论文 经济学 靳庆鲁 二等奖 

Bilateral Market Structures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Markets 
论文 经济学 居恒 二等奖 

产业结构、城市规模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论文 经济学 柯善咨 二等奖 

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高收入国家进

程中的工作时间 
著作 经济学 赖德胜 二等奖 

Linear Theory of Fixed Capital and China's 

Economy: Marx, Sraffa and Okishio 
著作 经济学 李帮喜 二等奖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 著作 经济学 李稻葵 二等奖 

基于劳动分工的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研究 著作 经济学 李敬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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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互联网搜索服务的性质与其市场供给方式初探——基

于新市场财政学的分析 
论文 经济学 李俊生 二等奖 

中国出口产品品质变动之谜：基于市场进入的微观解

释 
论文 经济学 李坤望 二等奖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绩效、源泉与演化：基于要素分解

视角 
论文 经济学 李兰冰 二等奖 

The Contagion Effect of Low-Quality Audits a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Auditors 
论文 经济学 李留闯 二等奖 

经济学与伦理学：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 著作 经济学 李维森 二等奖 

出口的“质”影响了出口的“量”吗？ 论文 经济学 李小平 二等奖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 论文 经济学 李永友 二等奖 

Are All Independent Directors Equally Informed? 

Evidence Based on Their Trading Returns and 

Social Networks 

论文 经济学 李增泉 二等奖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论文 经济学 李志远 二等奖 

Glob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of US–China 

trade and employment 
论文 经济学 林桂军 二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著作 经济学 刘灿 二等奖 

走向创新经济 著作 经济学 刘刚 二等奖 

农户信贷市场的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替代还是互

补？ 
论文 经济学 刘西川 二等奖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中国经济发展 著作 经济学 刘晓光 二等奖 

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理论与政策 著作 经济学 刘友金 二等奖 

Speculation Spillovers 论文 经济学 刘玉珍 二等奖 

城市、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现在与

未来 
论文 经济学 陆铭 二等奖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 论文 经济学 陆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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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谁更过度负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 论文 经济学 陆正飞 二等奖 

融资歧视、市场扭曲与利润迷失——兼议虚拟经济对

实体经济的影响 
论文 经济学 罗来军 二等奖 

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论文 经济学 罗长远 二等奖 

从市场扭曲看政府扩张：基于财政的视角 论文 经济学 吕冰洋 二等奖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特色研究 著作 经济学 马艳 二等奖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理论与实证 论文 经济学 冒佩华 二等奖 

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农地经营规

模决策图谱研究 
论文 经济学 倪国华 二等奖 

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 著作 经济学 乜小红 二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 著作 经济学 逄锦聚 二等奖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程度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 经济学 彭红枫 二等奖 

中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量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 经济学 彭水军 二等奖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著作 经济学 乔洪武 二等奖 

经济增长质量的逻辑 著作 经济学 任保平 二等奖 

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论文 经济学 沈坤荣 二等奖 

中国工业节水战略研究 著作 经济学 沈满洪 二等奖 

中国农村能源消费的田野调查——以晋黔浙三省 2253

个农户调查为例 
论文 经济学 史清华 二等奖 

中国机构投资者真的稳定市场了吗？ 论文 经济学 史永东 二等奖 

Banking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经济学 孙希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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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升级还是短期经济

增长 
论文 经济学 孙早 二等奖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ross 

Country Evidence 
论文 经济学 田轩 二等奖 

中国农民工多维贫困的演进——基于收入与教育维度

的考察 
论文 经济学 王春超 二等奖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体系创新研究 著作 经济学 王俊豪 二等奖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税收制度建设研究 著作 经济学 王乔 二等奖 

银行资本监管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递——基于 DSGE模

型的分析 
论文 经济学 王擎 二等奖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Partner Quality 

and Engagement Quality: Evidence from Financial 

Report Misstatement 

论文 经济学 王艳艳 二等奖 

能源效率提升的新视角——基于市场分割的检验 论文 经济学 魏楚 二等奖 

国际产能合作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论文 经济学 吴福象 二等奖 

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论文 经济学 伍山林 二等奖 

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4 Audits 
论文 经济学 辛清泉 二等奖 

中国宏观税负政策偏向的经济波动效应 论文 经济学 杨灿明 二等奖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China's Big Three 

Airlines 
论文 经济学 杨杭军 二等奖 

Do Markets Erod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论文 经济学 姚澜 二等奖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下册） 著作 经济学 叶世昌 二等奖 

Grain subsidy, liquidity constraints and food 

security—Impact of the grain subsidy program 

on the grain-sown areas in China 

论文 经济学 易福金 二等奖 

进口自由化与企业利润率 论文 经济学 余淼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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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养老保险经济学：解读中国面临的挑战 著作 经济学 袁志刚 二等奖 

中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的多重逻辑 著作 经济学 张成思 二等奖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论文 经济学 张杰 二等奖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 
论文 经济学 张晓波 二等奖 

城市内河生态修复的意愿价值评估法实证研究 著作 经济学 张翼飞 二等奖 

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研究 著作 经济学 钟昌标 二等奖 

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 论文 经济学 钟宁桦 二等奖 

法律制度与会计规则——关于会计理论的反思 著作 经济学 周华 二等奖 

中古时期寺院经济兴衰的经济学分析 论文 经济学 周建波 二等奖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论文 经济学 周云波 二等奖 

总贸易核算法：官方贸易统计与全球价值链的度量 论文 经济学 祝坤福 二等奖 

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著作 经济学 卓志 二等奖 

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

考察 
著作 经济学 邹进文 二等奖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著作 政治学 包刚升 二等奖 

国家治理复杂性视野下的协商民主 论文 政治学 陈炳辉 二等奖 

中国城市风险化：空间与治理 论文 政治学 陈进华 二等奖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 著作 政治学 陈潭 二等奖 

国家治理转型的逻辑——公共管理前沿探索 著作 政治学 陈振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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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完善地方公共服务体系 著作 政治学 姜晓萍 二等奖 

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 论文 政治学 林红 二等奖 

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著作 政治学 刘鸿武 二等奖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清廉感知：差异及解释——基

于 G 省的实证分析 
论文 政治学 倪星 二等奖 

民主化进程中的族际冲突研究 论文 政治学 佟德志 二等奖 

邻避困境：城市治理的挑战与转型 著作 政治学 王佃利 二等奖 

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 著作 政治学 燕继荣 二等奖 

调适性合作：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

策略性变革 
论文 政治学 郁建兴 二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 论文 政治学 张明军 二等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著作 政治学 张贤明 二等奖 

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政策工具：我国的实践历程与

优化选择 
论文 政治学 赵新峰 二等奖 

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构建一种更完备的国

家认同理论 
论文 政治学 周光辉 二等奖 

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实现 论文 法学 蔡立东 二等奖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

义为视角 
论文 法学 曹明德 二等奖 

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建设 论文 法学 曾令良 二等奖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论文 法学 陈卫东 二等奖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三卷） 著作 法学 陈小君 二等奖 

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研究 论文 法学 陈云良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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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特区租管地”：一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创新模式 论文 法学 董皞 二等奖 

民事法律的正当溯及既往问题 论文 法学 房绍坤 二等奖 

公司法中的契约自由——以股权处分抑制条款为视角 论文 法学 冯果 二等奖 

地方法治建设及其评估机制探析 论文 法学 付子堂 二等奖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 论文 法学 高飞 二等奖 

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 论文 法学 葛洪义 二等奖 

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 论文 法学 顾培东 二等奖 

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 著作 法学 韩大元 二等奖 

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 论文 法学 何其生 二等奖 

国际法的中国理论 著作 法学 何志鹏 二等奖 

司法公信力的理性解释与建构 论文 法学 胡铭 二等奖 

人的尊严的法律属性辨析 论文 法学 胡玉鸿 二等奖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论文 法学 黄进 二等奖 

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 论文 法学 季卫东 二等奖 

行政转型与行政法学的回应型变迁 论文 法学 江国华 二等奖 

中国预算法实施的现实路径 论文 法学 蒋悟真 二等奖 

国际私法（冲突法篇）第三版 著作 法学 李双元 二等奖 

中国社区矫正立法专题研究 著作 法学 刘志伟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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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国际法本体论（第二版） 著作 法学 罗国强 二等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 论文 法学 马怀德 二等奖 

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建共享”路径与策略 论文 法学 马长山 二等奖 

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 论文 法学 梅夏英 二等奖 

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 论文 法学 聂鑫 二等奖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 论文 法学 石静霞 二等奖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研究 论文 法学 石佑启 二等奖 

19 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基于

欧陆近代法学知识谱系的考察 
论文 法学 舒国滢 二等奖 

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研究 著作 法学 汪海燕 二等奖 

论民事司法成本的分担 论文 法学 王福华 二等奖 

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公共利益衡量 论文 法学 王敬波 二等奖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兼析“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 论文 法学 王迁 二等奖 

法的中国性 著作 法学 王人博 二等奖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著作 法学 王晓晔 二等奖 

编纂民法典的合宪性思考——一张“实用主义思路”

的立法路线图 
著作 法学 王竹 二等奖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的法制革新 论文 法学 温世扬 二等奖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理学研究 著作 法学 杨春福 二等奖 

互联网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信息工具的视角 论文 法学 杨东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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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商业银行股东加重责任及其制度建构 论文 法学 杨松 二等奖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实践概念 论文 法学 姚建宗 二等奖 

城镇化中土地征收补偿的平等原则 论文 法学 叶必丰 二等奖 

中国证据法治发展的轨迹：1978-2014 著作 法学 张保生 二等奖 

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 论文 法学 张明楷 二等奖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论文 法学 张新宝 二等奖 

民法典的编纂与商事立法 论文 法学 赵旭东 二等奖 

乡村司法与国家治理——以乡村微观权力的整合为线

索 
论文 法学 郑智航 二等奖 

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论文 法学 周光权 二等奖 

刑事诉讼中变更公诉的限度 论文 法学 周长军 二等奖 

中国基层司法财政变迁实证研究（1949-2008） 著作 法学 左卫民 二等奖 

国企改制与东北振兴：构建工会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

动机制 
著作 社会学 卜长莉 二等奖 

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 论文 社会学 成伯清 二等奖 

社会领域的公民互信与组织构成：提升合法性和应变

力的过程 
著作 社会学 高丙中 二等奖 

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 著作 社会学 贺雪峰 二等奖 

非农集体经济及其“社会性”建构 论文 社会学 蓝宇蕴 二等奖 

西方社会建构论思潮研究 著作 社会学 林聚任 二等奖 

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机制——基于历史数据与田野资料

的分析 
论文 社会学 刘军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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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

释 
论文 社会学 刘欣 二等奖 

后乡土中国 著作 社会学 陆益龙 二等奖 

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 论文 社会学 邱泽奇 二等奖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 著作 社会学 苏国勋 二等奖 

“单位共同体”的变迁与城市社区重建 著作 社会学 田毅鹏 二等奖 

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及反思——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

社工整合服务为例 
论文 社会学 文军 二等奖 

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

究的视角转换 
论文 社会学 肖瑛 二等奖 

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 著作 社会学 叶敬忠 二等奖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著作 社会学 赵鼎新 二等奖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 论文 社会学 周飞舟 二等奖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 著作 社会学 周晓虹 二等奖 

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论文 人口学 郭志刚 二等奖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 著作 人口学 

国家应对人口老

龄化战略研究总

课题组 

二等奖 

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著作 人口学 李树茁 二等奖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论文 人口学 彭希哲 二等奖 

连片贫困地区贫困家庭调查及对策研究——基于燕山-

太行山和黑龙港流域的调查 
著作 人口学 王金营 二等奖 

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 ——来自户籍

登记数据的新证据 
论文 人口学 翟振武 二等奖 

九姓达靼游牧王国史研究(8-11世纪)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白玉冬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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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迁徙方向及特点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崔明德 二等奖 

清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及其对中国民族发展的影响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段红云 二等奖 

城市文化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理论内涵与

发展模式建构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皇甫晓涛 二等奖 

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民族视角的考察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暨爱民 二等奖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雷振扬 二等奖 

竞合与共生：滇川藏毗连地区人口流动与族际关系的

调适与演变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李灿松 二等奖 

家屋与嘉绒藏族社会结构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李锦 二等奖 

儒家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李克建 二等奖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

解读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刘沛林 二等奖 

跨区域社会体系：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的丝绸之

路研究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麻国庆 二等奖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与社区文化重建研究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祁进玉 二等奖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瞿明安 二等奖 

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石硕 二等奖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民

族工作思想解读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乌小花 二等奖 

族群的共生属性及其逻辑结构——一项超越二元对立

的族群人类学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袁年兴 二等奖 

吐蕃敦煌抄经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张延清 二等奖 

台湾的族群关系与族群政治（上、下册）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周典恩 二等奖 

当代传媒中的民粹主义问题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陈龙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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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乡村调查——农村居民媒体接触与消费行为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陈刚 二等奖 

网络公共性表达法治问题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陈堂发 二等奖 

西方传播学理论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的？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单波 二等奖 

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

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丁未 二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媒介形象流变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董小玉 二等奖 

中国现代图像新闻史：1919-1949（10 卷）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韩丛耀 二等奖 

Networking China: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Economy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洪宇 二等奖 

报纸革命：1903 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黄旦 二等奖 

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新生态、新业态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李良荣 二等奖 

“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

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

个案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陆晔 二等奖 

中国新闻法制通史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倪延年 二等奖 

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彭兰 二等奖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

察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齐爱军 二等奖 

宋代出版史（上、下册）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田建平 二等奖 

传播格局转型与新宣传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张涛甫 二等奖 

作为政治的传播：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赵云泽 二等奖 

寻找网络民意：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第一辑）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郑雯 二等奖 

实践新闻专业性 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马克思主义

新闻观的视角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支庭荣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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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网络传播管理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钟瑛 二等奖 

早期中国新闻学的历史面相：从知识史的路径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朱至刚 二等奖 

中文知识组织系统——语义描述、共建及共享服务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曾新红 二等奖 

面向全面小康的图书馆常态化转型发展模式探索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陈传夫 二等奖 

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范并思 二等奖 

知识学研究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柯平 二等奖 

学术文本的结构功能识别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陆伟 二等奖 

公共危机信息管理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沙勇忠 二等奖 

面向知识服务的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苏新宁 二等奖 

科技报告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孙建军 二等奖 

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王承略 二等奖 

Analyzing Evol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with 

NEViewer: A New Method Based on Dynamic Co-word 

Networks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王晓光 二等奖 

中国阅读通史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王余光 二等奖 

中国编辑思想史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吴平 二等奖 

未完成的转型：高等教育影响力与学生发展 著作 教育学 鲍威 二等奖 

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理念 著作 教育学 别敦荣 二等奖 

学位授权审核机制改革与我国研究生教育治理路径的

调整 
论文 教育学 陈洪捷 二等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的教育学探索 论文 教育学 杜时忠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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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公民身份认同与学校公民教育 著作 教育学 冯建军 二等奖 

带领学生进入历史：“两次倒转”教学机制的理论意义 论文 教育学 郭华 二等奖 

中国教育史 著作 教育学 郭齐家 二等奖 

学校改革，价值几何——基于北京市义务教育综合改

革的“学区房”溢价估计 
论文 教育学 哈巍 二等奖 

迎接数字大学：纵论远程、混合与在线学习—翻译、

解读与研究 
著作 教育学 韩锡斌 二等奖 

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 著作 教育学 侯怀银 二等奖 

融合与创新：教育信息化理论发展 著作 教育学 胡钦太 二等奖 

“后 4%时代”的教育经费应该投向何处?——基于跨国

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教育学 胡咏梅 二等奖 

变迁与转型：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 著作 教育学 黄书光 二等奖 

我国农村学校文化转型论 著作 教育学 纪德奎 二等奖 

教育研究的逻辑 著作 教育学 金生鈜 二等奖 

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研究 著作 教育学 乐传永 二等奖 

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结构与经济增长 著作 教育学 李立国 二等奖 

Chinese Elementary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in 

Rural,Pastoral,Ethnic and Private Schools: Six 

Case Studies 

著作 教育学 李玲 二等奖 

教育研究的转向：从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兼谈教

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关系 
论文 教育学 李太平 二等奖 

当代教育研究的视频与图像转向——兼论视频图像时

代的教育理论生产 
论文 教育学 李政涛 二等奖 

博士后制度的国际比较 著作 教育学 刘宝存 二等奖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 论文 教育学 刘国瑞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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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刘海峰 二等奖 

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 25年(1990-2015)：政策、研

究与实践 
论文 教育学 刘晖 二等奖 

移植与再造：近代中国大学教师制度之演进 著作 教育学 刘剑虹 二等奖 

追寻生命的整全：个体成人的教育哲学阐释 著作 教育学 刘铁芳 二等奖 

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 论文 教育学 刘义兵 二等奖 

高校科研质量评价标准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刘在洲 二等奖 

继续教育“立交桥”：框架与行动 论文 教育学 柳士彬 二等奖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卢晓中 二等奖 

基于教育公平的基础教育课程发展质量考察维度构建 论文 教育学 吕立杰 二等奖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何以不可能或何以可能

——基于课程的教育功能的分析 
论文 教育学 马健生 二等奖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与对策研究 著作 教育学 闵维方 二等奖 

“零距离”教师教育——全日制教育专业硕士培养的

探索 
论文 教育学 宁虹 二等奖 

大学的改革 著作 教育学 钱颖一 二等奖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六卷） 著作 教育学 石鸥 二等奖 

国家高校分类体系及其设置标准实证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史秋衡 二等奖 

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及其改进 论文 教育学 孙杰远 二等奖 

不教的教育学——“互联网+”时代教育学的颠覆性创

新 
论文 教育学 谭维智 二等奖 

关于民国教育的若干思考 论文 教育学 田正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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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学科的境况与大学的遭遇 著作 教育学 王建华 二等奖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化学学科能力研究 著作 教育学 王磊 二等奖 

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理论与方法 著作 教育学 王战军 二等奖 

化学教科书学习难度评估及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 教育学 王祖浩 二等奖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政

策选择 
论文 教育学 邬志辉 二等奖 

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 著作 教育学 吴小鸥 二等奖 

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理论与方法 著作 教育学 徐国庆 二等奖 

政府善治与中国大学的主体性重建 著作 教育学 宣勇 二等奖 

毕业生就业与高等教育类型结构调整 论文 教育学 阎光才 二等奖 

发展型家生活教育：理论、实践与制度创新 著作 教育学 杨启光 二等奖 

论信息技术与当代教育的深度融合 论文 教育学 杨宗凯 二等奖 

“率性教育”：建构与探索 论文 教育学 于伟 二等奖 

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 著作 教育学 余子侠 二等奖 

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问题研究 著作 教育学 袁本涛 二等奖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 论文 教育学 袁振国 二等奖 

经济新常态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特点——基于 2015年全

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 教育学 岳昌君 二等奖 

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 著作 教育学 张亚群 二等奖 

“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 论文 教育学 周谷平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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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大学的适切性 著作 教育学 周光礼 二等奖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逻辑和立体路径 论文 教育学 朱德全 二等奖 

职业化走向中的中国体育道德建设 著作 体育学 曹景川 二等奖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论文 体育学 陈小蓉 二等奖 

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图景 著作 体育学 仇军 二等奖 

国际体育科学研究新进展与我国体育科学的理论创新 著作 体育学 方千华 二等奖 

中国武术与国家形象 著作 体育学 郭玉成 二等奖 

北京奥运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研究 著作 体育学 骆秉全 二等奖 

第十一届全运会组织管理研究 著作 体育学 孙晋海 二等奖 

国际视域下当代体育课程模式的发展向度与脉络解析 论文 体育学 汪晓赞 二等奖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研究 著作 体育学 王家宏 二等奖 

融合共享：运动弱势学生体育教育改革的时代诉求 论文 体育学 王健 二等奖 

卷首看时局：中国学校体育时局分析 著作 体育学 王子朴 二等奖 

我国地方体育产业引导资金政策实践、配置风险及效

率改进——基于 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证调查

及分析 

论文 体育学 邢尊明 二等奖 

两种运动干预方案对小学生执行功能影响的追踪研究 论文 体育学 殷恒婵 二等奖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动力机制建设研究 著作 体育学 张瑞林 二等奖 

中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管理问题研究 著作 统计学 曾五一 二等奖 

扩展的自然资源核算——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重

点 
论文 统计学 高敏雪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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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中国实践 著作 统计学 蒋萍 二等奖 

大数据与统计新思维 论文 统计学 李金昌 二等奖 

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研究 著作 统计学 邱东 二等奖 

经济社会公共数据空间标准化与空间统计应用研究 著作 统计学 赵彦云 二等奖 

阅读心理学 著作 心理学 白学军 二等奖 

Cohort Profile:The Wenchuan Earthquake 

Adolescent Health Cohort Study 
论文 心理学 范方 二等奖 

人格研究 著作 心理学 郭永玉 二等奖 

灾后中小学生心理疏导研究 著作 心理学 林崇德 二等奖 

The working memory Ponzo illusion: Involuntary 

integration of visuospatial information stored 

in visual working memory 

论文 心理学 沈模卫 二等奖 

金丝猴的社会（第 2版） 著作 心理学 苏彦捷 二等奖 

第二语言学习 著作 心理学 王瑞明 二等奖 

Regional Gray Matter Volume is Associated with 

Trait Modesty: Evidence from Voxel-based 

Morphometry 

论文 心理学 吴艳红 二等奖 

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 著作 心理学 俞国良 二等奖 

The Dopamine D2 Receptor Polymorphism (DRD2 

TaqIA) Interacts with Maternal Parenting in 

Predicting Early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Evidence of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and Age Differences 

论文 心理学 张文新 二等奖 

网络心理学：行为的重构 论文 心理学 周宗奎 二等奖 

刻板印象内容与形态 著作 心理学 佐斌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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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政府绩效管理学——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

理理论与方法 
著作 管理学 包国宪 二等奖 

创业生态系统研究回顾与展望 论文 管理学 蔡莉 二等奖 

应急协同决策理论与方法 著作 管理学 曹杰 二等奖 

多市场接触、市场集中度与企业非伦理行为 论文 管理学 曾伏娥 二等奖 

企业绿色管理及其效应——基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 著作 管理学 曾赛星 二等奖 

城市居民碳能力：成熟度测度、驱动机理及引导政策 著作 管理学 陈红 二等奖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论 著作 管理学 陈劲 二等奖 

模仿同构对企业国际化——绩效关系的影响：基于制

度理论正当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论文 管理学 陈立敏 二等奖 

Free or bundled: Channel selection decisions 

under different power structures 
论文 管理学 陈旭 二等奖 

政府会计概念框架论 著作 管理学 陈志斌 二等奖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著作 管理学 邓大松 二等奖 

复杂经济网络的测度方法、演化机制和动态建模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段文奇 二等奖 

Impact of RFID technology on supply chain 

decisions with inventory inaccuracies 
论文 管理学 范体军 二等奖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Alliances 
论文 管理学 高山行 二等奖 

Does Moral Leadership Enhance Employee 

Creativity? Employee Identification with Leader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in the 

Chinese Context 

论文 管理学 顾琴轩 二等奖 

温和改善的实现：从资源警觉到资源环境建构——基

于四家“中华老字号”的经验研究 
论文 管理学 郭会斌 二等奖 

Extracting Representative Information on Intra-

Organizational Blogging Platforms 
论文 管理学 郭迅华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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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腐败测量 著作 管理学 过勇 二等奖 

关键基础设施系统保护建模与仿真 著作 管理学 韩传峰 二等奖 

A NonCooperative Approach to Cost Allocation in 

Joint Replenishment 
论文 管理学 何斯迈 二等奖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the optimal policy for 

dual-sourcing systems with general lead times 
论文 管理学 华中生 二等奖 

A Social-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Employe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 and Team Creativity 
论文 管理学 贾良定 二等奖 

服务型制造运作管理 著作 管理学 江志斌 二等奖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China: A Modern 

Perspective 
论文 管理学 姜付秀 二等奖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

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论文 管理学 焦豪 二等奖 

商业数据流挖掘模型、方法及应用 著作 管理学 琚春华 二等奖 

中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评估与优化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孔祥智 二等奖 

Evaluation of clustering algorithms for 

financial risk analysis using MCDM methods 
论文 管理学 寇纲 二等奖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

观企业创新的影响 
论文 管理学 黎文靖 二等奖 

Dynamic capabilities, environmental dynamism,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管理学 李大元 二等奖 

服务型制造——基于“互联网+”的模式创新 著作 管理学 李刚 二等奖 

传承还是另创领地？——家族企业二代继承的权威合

法性建构 
论文 管理学 李新春 二等奖 

A Confucian Social Model of Political 

Appointments among Chinese Private-firm 

Entrepreneurs 

论文 管理学 李绪红 二等奖 

非常规突发事件运行机理与应急决策 著作 管理学 李勇建 二等奖 

中国能源补贴改革与有效能源补贴 论文 管理学 林伯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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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by State-Owned Firms: 

How do Legitimacy Concerns Affect the 

Completion and Duration of Their Acquisitions? 

论文 管理学 林洲钰 二等奖 

强国之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战略设计与突

破口选择 
著作 管理学 刘思峰 二等奖 

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府治理模式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娄成武 二等奖 

Fully Sequential Procedures for Large-Scale 

Ranking-and-Selection Problems in Parallel 

Computing Environments 

论文 管理学 罗俊 二等奖 

Task success based on contingency fit of 

managerial culture and embeddedness 
论文 管理学 马力 二等奖 

重构全球价值链——中国企业升级理论与实践 著作 管理学 毛蕴诗 二等奖 

中国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框架与适度水平 著作 管理学 穆怀中 二等奖 

The comparison of two vertical outsourcing 

structures under push and pull contracts 
论文 管理学 牛保庄 二等奖 

中国社会保障税税收设计研究 著作 管理学 蒲晓红 二等奖 

基于博弈论和 CGE模型的碳税政策研究 著作 管理学 乔晗 二等奖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i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著作 管理学 邵婧 二等奖 

Five basic institution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著作 管理学 孙绍荣 二等奖 

土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 著作 管理学 谭荣 二等奖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源开发的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汤临佳 二等奖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xploration in 

China: A multi-agent-based model 
论文 管理学 汤铃 二等奖 

能源价格系统分析 著作 管理学 田立新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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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Is It New?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erceptions of Novelty and Creativity 
论文 管理学 王小晔 二等奖 

金融风险测度与集成研究：基于 Copula理论与方法 著作 管理学 王宗润 二等奖 

Well-known or Well-liked?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on firm value at the onset 

of a corporate crisis 

论文 管理学 魏玖长 二等奖 

森林生态系统智能管理 著作 管理学 温作民 二等奖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 Finance 著作 管理学 吴德胜 二等奖 

终极控制股东、法律环境与债务期限结构选择 著作 管理学 肖作平 二等奖 

低碳能源技术范式管理 著作 管理学 徐玖平 二等奖 

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多重社会网络 论文 管理学 徐林 二等奖 

An Approach—avoidance Framework of Workplace 

Aggression 
论文 管理学 严鸣 二等奖 

Creating Public Valu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cross Boundaries: An Integrative 

Process of Participation, Legitim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论文 管理学 杨开峰 二等奖 

Socio-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Shanghai: 

Sorting out where you live by affordability and 

social status 

论文 管理学 杨上广 二等奖 

创业企业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内容创新？——基于“网

络-学习”双重机制的跨案例研究 
论文 管理学 云乐鑫 二等奖 

颠覆性创新：SNM视角 著作 管理学 张光宇 二等奖 

中国情境下的员工帮助计划理论与实践 著作 管理学 张宏如 二等奖 

Do Political Connections Buffer Firms from or 

Bind Firms to the Government? A Study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Donations of Chinese Firms 

论文 管理学 张建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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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金融复杂系统的演化与控制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张卫国 二等奖 

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s in People 

Managemen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论文 管理学 张燕 二等奖 

Ca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acilitat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 管理学 张跃军 二等奖 

目标动力学——动机与人格的自组织原理 著作 管理学 章凯 二等奖 

中国外资政策有效性研究 著作 管理学 章文光 二等奖 

Contract Analysis and Design for Supply Chains 

with Stochastic Demand 
著作 管理学 赵映雪 二等奖 

集装箱港口运作管理优化问题研究 著作 管理学 镇璐 二等奖 

制造业产业链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评价体系研究 著作 管理学 郑季良 二等奖 

Recognizing "Me" Benefits "We": Investigating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of Formal 

Individual Recognition in Teams 

论文 管理学 郑晓明 二等奖 

系统动力学前沿与应用 著作 管理学 钟永光 二等奖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周德群 二等奖 

重大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朱德米 二等奖 

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

度为例（1993—1999） 
论文 管理学 朱旭峰 二等奖 

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 著作 
港澳台问题 

研究 
王英津 二等奖 

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 著作 
港澳台问题 

研究 
邹平学 二等奖 

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评估 论文 国际问题研究 曾向红 二等奖 

世界油气管道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以中缅油气管

道为例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戴永红 二等奖 

普京政治经济学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关雪凌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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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China’s Maritime Power and Strategy: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nd Geopolitics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鞠海龙 二等奖 

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李滨 二等奖 

超主权国际货币的构建：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李翀 二等奖 

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倪世雄 二等奖 

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任晓 二等奖 

保罗·尼采：核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者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石斌 二等奖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

释 
论文 国际问题研究 苏长和 二等奖 

国家的选择——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田野 二等奖 

网络战略：美国国家安全新支点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汪晓风 二等奖 

小国与国际关系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韦民 二等奖 

环渤海污染压力和海上响应的统筹调控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基于环境承载

力的环渤海经济

活动影响监测与

调控技术研究”

项目组 

二等奖 

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

年） 
著作 交叉学科 崔荣荣 二等奖 

极地国家政策研究报告(4卷本) 著作 交叉学科 丁煌 二等奖 

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 著作 交叉学科 傅才武 二等奖 

哲学视阈下的多世界解释 著作 交叉学科 贺天平 二等奖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 著作 交叉学科 胡惠林 二等奖 

知识的加工阶段与教学条件 论文 交叉学科 黄梅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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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非洲土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著作 交叉学科 黄贤金 二等奖 

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

分析 
著作 交叉学科 蒋达勇 二等奖 

心理层面的儒家思想 著作 交叉学科 景怀斌 二等奖 

陕西关中地区传统民居门窗文化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李琰君 二等奖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论：基于新供给经济学的效率

问题再认识 
著作 交叉学科 李燕凌 二等奖 

壮丽华章——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抗日斗争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李资源 二等奖 

Dependency distance:A new perspective on 

syntactic patterns in natural languages 
论文 交叉学科 刘海涛 二等奖 

中国木拱廊桥建筑艺术 著作 交叉学科 刘杰 二等奖 

傅斯年文集（七卷） 著作 交叉学科 欧阳哲生 二等奖 

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2013 年卷） 著作 交叉学科 曲金良 二等奖 

中国城市区域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发展战略 著作 交叉学科 孙斌栋 二等奖 

中国长城志·建筑 著作 交叉学科 汤羽扬 二等奖 

钧窑通史 著作 交叉学科 王洪伟 二等奖 

Natural Gas from Shale Formation-The Evolution, 

Evidences and Challenges of Shale Gas 

Revolution in United States 

论文 交叉学科 王强 二等奖 

气候变化与中国韧性城市发展对策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王祥荣 二等奖 

文明中的城市 著作 交叉学科 王志章 二等奖 

中国能源报告（2016）：能源市场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魏一鸣 二等奖 

地方融资圈及其风险问题研究：理论机制与浙江实证 著作 交叉学科 吴宝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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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延迟退休、内生出生率与经济增长 论文 交叉学科 严成樑 二等奖 

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与示范 著作 交叉学科 周宏伟 二等奖 

人的发展价值取向的总体性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陈新夏 三等奖 

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陈永森 三等奖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陈跃 三等奖 

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陈忠 三等奖 

马克思晚年学术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论文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谌中和 三等奖 

保护英雄烈士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迟方旭 三等奖 

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路径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李成旺 三等奖 

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谈敏 三等奖 

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张世飞 三等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推进机制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曹萍 三等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施路径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郭杰 三等奖 

绿色发展理论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辨析 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黄志斌 三等奖 

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农民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刘彦随 三等奖 

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孙永强 三等奖 

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唐贤秋 三等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必由之路？——中国式产

能过剩的经济学解释 
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周密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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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 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 曾令辉 三等奖 

陶铸国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

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对策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陈延斌 三等奖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取向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林伯海 三等奖 

思想政治教育属性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罗仲尤 三等奖 

中国高校辅导员工作史论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周良书 三等奖 

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 著作 哲学 曹峰 三等奖 

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 论文 哲学 陈嘉明 三等奖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著作 哲学 陈嘉映 三等奖 

中国儒学史（上、下册） 著作 哲学 程志华 三等奖 

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 著作 哲学 丁四新 三等奖 

阿奎那语言哲学研究 著作 哲学 董尚文 三等奖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与现实 著作 哲学 李佃来 三等奖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哲学阐释逻辑 论文 哲学 吕世荣 三等奖 

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 著作 哲学 魏义霞 三等奖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著作 哲学 吴根友 三等奖 

信息技术哲学 著作 哲学 肖峰 三等奖 

20 世纪法国哲学的现象学之旅 著作 哲学 杨大春 三等奖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

理学的重构 
著作 哲学 张伟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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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 著作 宗教学 李四龙 三等奖 

籖占与中国社会文化 著作 宗教学 林国平 三等奖 

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著作 宗教学 徐以骅 三等奖 

现代藏语书面语语音结构分析 著作 语言学 边巴嘉措 三等奖 

藏族翻译理论批评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才项多杰 三等奖 

愈愚斋磨牙集——古文字与汉语史研究丛稿 著作 语言学 陈伟武 三等奖 

Developing Chinese EFL Learners' Generic 

Competence: A Genre-based & Process Genre 

Approach 

著作 语言学 邓鹂鸣 三等奖 

La traduction et la reception d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 moderne en France 
著作 语言学 高方 三等奖 

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新一版） 著作 语言学 黄金贵 三等奖 

The effects of sentence length on dependency 

distance,dependency direc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Based on a parallel English-

Chinese dependency treebank 

论文 语言学 蒋景阳 三等奖 

《汉语大词典》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李申 三等奖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百科全书 著作 语言学 梅德明 三等奖 

地理语言学和衡山南岳方言地理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彭泽润 三等奖 

藏语卫藏方言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瞿霭堂 三等奖 

蒙古语依存句法自动分析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斯·劳格劳 三等奖 

100 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 著作 语言学 宋子然 三等奖 

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著作 语言学 王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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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英汉致使句论元结构的对比研究 著作 语言学 熊仲儒 三等奖 

汉文化经典外译：理论与实践 著作 语言学 徐珺 三等奖 

出土战国文献中“不”和“弗”的区别 论文 语言学 张玉金 三等奖 

蒙汉目连救母故事比较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陈岗龙 三等奖 

中国文学史之成立 著作 中国文学 陈广宏 三等奖 

乡土中国、现代主义与世界性——对八十年代以来乡

土叙事转向的反思 
论文 中国文学 陈晓明 三等奖 

文学史二十讲 著作 中国文学 程光炜 三等奖 

心性美学：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关系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杜卫 三等奖 

六朝声律与唐诗体格 著作 中国文学 杜晓勤 三等奖 

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方长安 三等奖 

论“诗骚传统” 论文 中国文学 韩高年 三等奖 

六朝诗歌用典论——兼论“诗言志”与集体无意识 论文 中国文学 胡大雷 三等奖 

近代报刊与诗界革命的渊源流变 著作 中国文学 胡全章 三等奖 

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论文 中国文学 李宗刚 三等奖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 著作 中国文学 王齐洲 三等奖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著作 中国文学 王泉根 三等奖 

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 著作 中国文学 王晓平 三等奖 

《毛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著作 中国文学 王长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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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吴秀明 三等奖 

“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 论文 中国文学 杨联芬 三等奖 

“人的文学”：“五四”现代人道主义与新文学的发生 著作 中国文学 张先飞 三等奖 

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论文 中国文学 张永清 三等奖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著作 中国文学 张中良 三等奖 

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高奋 三等奖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英国卷） 著作 外国文学 葛桂录 三等奖 

斯皮瓦克理论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关熔珍 三等奖 

娱乐性、通俗性与经典的生成——狄更斯小说经典性

的别一种重读 
论文 外国文学 蒋承勇 三等奖 

贝娄学术史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乔国强 三等奖 

海明威学术史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杨仁敬 三等奖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 著作 外国文学 郁龙余 三等奖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增订版） 
著作 艺术学 白谦慎 三等奖 

中国戏曲文物志 著作 艺术学 车文明 三等奖 

北宋书家丛考 著作 艺术学 陈志平 三等奖 

中国戏曲文学本事取材研究 著作 艺术学 伏涤修 三等奖 

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 著作 艺术学 季中扬 三等奖 

粤曲：一种文化的生成与记忆 著作 艺术学 李静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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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鼎峙春秋》研究 著作 艺术学 李小红 三等奖 

“超越性”在中国当代艺术界的缺失 论文 艺术学 
刘礼宾 

（刘立彬） 
三等奖 

现代对位及其赋格 著作 艺术学 刘永平 三等奖 

戏曲作曲新理念 著作 艺术学 刘正维 三等奖 

泛娱乐时代的影游产业互动融合 论文 艺术学 聂伟 三等奖 

资本时代的美学：现代条件下人的自由如何可能? 论文 艺术学 宋伟 三等奖 

设计问题（第二辑） 著作 艺术学 孙志祥 三等奖 

大雅可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1937) 著作 艺术学 陶小军 三等奖 

中国民间信仰仪式中的音乐与迷幻 著作 艺术学 肖梅（萧梅） 三等奖 

中国电视节目创新研究 著作 艺术学 杨乘虎 三等奖 

唯拓展方能超越——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内涵范畴及其

未来机遇 
论文 艺术学 于洋 三等奖 

入世后中国电影产业检视：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著作 艺术学 张燕 三等奖 

中国古代包装艺术史 著作 艺术学 朱和平 三等奖 

汉剧史论稿 著作 艺术学 朱伟明 三等奖 

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 著作 历史学 常云平 三等奖 

晚清财政说明书 著作 历史学 陈锋 三等奖 

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著作 历史学 陈文 三等奖 

“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 著作 历史学 成一农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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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 著作 历史学 郝平 三等奖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 著作 历史学 刘泽华 三等奖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著作 历史学 茅海建 三等奖 

汉代外来文明研究 著作 历史学 石云涛 三等奖 

清朝循化厅藏族聚居区之权力机制 著作 历史学 杨红伟 三等奖 

近代中国乡村改造之社会转向 论文 历史学 杨瑞 三等奖 

秦汉土地赋役制度研究 著作 历史学 臧知非 三等奖 

中国近代外债制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著作 历史学 张侃 三等奖 

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 著作 历史学 张全明 三等奖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read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hifting Agro-pastoral 

Line in the Chahar Region of Northern China 

论文 历史学 张晓虹 三等奖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 著作 历史学 赵轶峰 三等奖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上、下册） 著作 历史学 郑大华 三等奖 

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论文 历史学 郑学檬 三等奖 

鸟虫书通考（增订版） 著作 考古学 曹锦炎 三等奖 

中国动物考古学 著作 考古学 袁靖 三等奖 

利率管制与总需求结构失衡 论文 经济学 陈彦斌 三等奖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论文 经济学 陈志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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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状况与路径选择——基于 570

家企业 4794 名员工入企调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 经济学 程虹 三等奖 

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效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的经验分析 
论文 经济学 戴魁早 三等奖 

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特征现象与成因检验 论文 经济学 邓可斌 三等奖 

利率期限结构的动态机制：由实证检验到理论猜想 论文 经济学 丁志国 三等奖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著作 经济学 范祚军 三等奖 

中国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优化理论与方法 著作 经济学 方创琳 三等奖 

宏观审慎监管视角的国家系统性洗钱风险与反洗钱研

究 
著作 经济学 高增安 三等奖 

农地流转契约选择及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研究 著作 经济学 洪名勇 三等奖 

扭曲、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 论文 经济学 胡永刚 三等奖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Differential Reactions 

of Local and Foreign Investors to Analyst 

Recommendations 

论文 经济学 贾春新 三等奖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工业智能化 论文 经济学 贾根良 三等奖 

中国住房抵押贷款拖欠风险研究 论文 经济学 况伟大 三等奖 

农民工与城镇流动人口经济状况分析 著作 经济学 李实 三等奖 

A new approach to Bayesian hypothesis testing 论文 经济学 李勇 三等奖 

金融危机、国有股权与资本投资 论文 经济学 梁琪 三等奖 

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论文 经济学 刘少波 三等奖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技术差距及影响因素

研究 
著作 经济学 柳剑平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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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中外跨国公司发展史（上、下卷） 著作 经济学 卢进勇 三等奖 

Domestic Content in China's Exports and Its 

Distribution by Firm Ownership 
论文 经济学 马弘 三等奖 

中国转基因作物经济效益可持续性研究：以抗虫棉为

例 
著作 经济学 乔方彬 三等奖 

资源枯竭型地区经济转型政策研究 著作 经济学 宋冬林 三等奖 

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 WIOD 和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 
论文 经济学 苏杭 三等奖 

机构投资者对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基于机构调研

行为的证据 
论文 经济学 谭劲松 三等奖 

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 著作 经济学 陶一桃 三等奖 

政府竞争视角下的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研究 著作 经济学 王凤荣 三等奖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经济新常态的数量描述 论文 经济学 王少平 三等奖 

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行为研究 著作 经济学 王兆林 三等奖 

中国农贷市场的“精英俘获”与包容性成长研究 著作 经济学 温涛 三等奖 

Trust and the provision of trade credit 论文 经济学 吴文锋 三等奖 

股市危机——历史与逻辑 著作 经济学 吴晓求 三等奖 

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消耗 著作 经济学 徐娟 三等奖 

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的检

验 
论文 经济学 徐康宁 三等奖 

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成因及影响 论文 经济学 易先忠 三等奖 

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nd Private 

Substitution in Urban China 
论文 经济学 袁诚 三等奖 

Capital Controls and Optimal Chinese Monetary 

Policy 
论文 经济学 张春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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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Happiness in the air: How does a dirty sky 

affect mental heal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论文 经济学 张欣 三等奖 

Rational housing bubble 论文 经济学 赵波 三等奖 

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 著作 政治学 方盛举 三等奖 

中国转型秩序及其制度逻辑 论文 政治学 何艳玲 三等奖 

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 论文 政治学 敬乂嘉 三等奖 

地方政府合作研究 著作 政治学 潘小娟 三等奖 

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 著作 政治学 王海洲 三等奖 

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 著作 政治学 颜昌武 三等奖 

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比较历史视野下的民主与

国家治理 
著作 政治学 杨光斌 三等奖 

事实行为的基础理论研究 著作 法学 常鹏翱 三等奖 

法律方法比较研究——以法律解释为基点的考察 著作 法学 陈林林 三等奖 

中国宪法文化研究 著作 法学 陈晓枫 三等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 论文 法学 
广州大学人权 

理论研究课题组 
三等奖 

责任保险中的连带责任承担问题——以机动车商业三

责险条款为分析样本 
论文 法学 韩长印 三等奖 

法制“镂之金石”传统与明清碑禁体系 著作 法学 李雪梅 三等奖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基于经济学与法学的视野 著作 法学 卢代富 三等奖 

税收法定视域中的地方税收立法权 论文 法学 苗连营 三等奖 

现代权利理论研究:基于“意志理论”与“利益理论”

的评析 
著作 法学 彭诚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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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 论文 法学 钱弘道 三等奖 

民法引论 著作 法学 屈茂辉 三等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论文 法学 孙万怀 三等奖 

关联性要素与地理标志法的构造 论文 法学 王笑冰 三等奖 

北极航道法律地位研究 著作 法学 王泽林 三等奖 

中国民法典编纂：观念、愿景与思路 论文 法学 薛军 三等奖 

私法中理性人标准之构建 论文 法学 叶金强 三等奖 

行政法治视阈下的民生立法 论文 法学 张淑芳 三等奖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 论文 法学 赵骏 三等奖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功能转型及权能实现——基于农村

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 
论文 法学 赵万一 三等奖 

社会冲突、国家治理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演生 论文 社会学 冯仕政 三等奖 

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

研究 
著作 社会学 卢晖临 三等奖 

城镇双职工家庭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模式——基于

2010年中国第三期妇女地位调查 
论文 社会学 佟新 三等奖 

尊严、交易转型与劳动组织治理：解读富士康 论文 社会学 汪和建 三等奖 

基础教育中的学校阶层分割与学生教育期望 论文 社会学 吴愈晓 三等奖 

城市白领新移民研究 著作 社会学 张文宏 三等奖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变迁：1980-2011 论文 人口学 侯佳伟 三等奖 

和谐社会视域下中国家庭发展 著作 人口学 宋健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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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蒙古族传统物质文化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敖其 三等奖 

劳作模式与村落共同体——一个华北荆编专业村的考

察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蔡磊 三等奖 

自然之道——文化眼中的青藏牧民及其自然资源管理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范长风 三等奖 

中国区域文化产业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李炎 三等奖 

草原游牧的生态文化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罗康隆 三等奖 

第二种秩序——明清以来的洮州青苗会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阙岳 三等奖 

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杨铭 三等奖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包容性绿色发展研究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郑长德 三等奖 

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朱圣明 三等奖 

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曾一果 三等奖 

从网络集群行为到网络集体行动——网络群体性事件

及相关研究的学理反思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董天策 三等奖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胡钰 三等奖 

连接与互动——新媒体新论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蒋晓丽 三等奖 

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王天根 三等奖 

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吴飞 三等奖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姚建华 三等奖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张昆 三等奖 

论《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立法精神——国家和政府

的公共文化服务责任解析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程焕文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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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研究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段尧清 三等奖 

数据素养教育：大数据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拓展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黄如花 三等奖 

图像语义信息可视化交互研究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陆泉 三等奖 

变迁中的英国寄宿制学院及其对我国高校书院制改革

的启示 
论文 教育学 陈廷柱 三等奖 

建构学习中心课堂——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转型的取

向探析 
论文 教育学 陈佑清 三等奖 

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崔景贵 三等奖 

中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与政策分析报

告 
论文 教育学 丁钢 三等奖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省级统筹 论文 教育学 范先佐 三等奖 

论“核心素养”的证成方式 论文 教育学 高伟 三等奖 

中国网络教育政策变迁——从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到

MOOC 
著作 教育学 郭文革 三等奖 

教育公平的本质与测评 著作 教育学 郝文武 三等奖 

中国残疾人文化权利保障研究——融合教育的视角 著作 教育学 侯晶晶 三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师范教育史 著作 教育学 孟庆国 三等奖 

中国大学教师发展状况——基于“2014中国大学教师

调查”的分析 
论文 教育学 沈红 三等奖 

大学文化思想研究——基于改革开放 30多年大学文化

发展的线路 
论文 教育学 眭依凡 三等奖 

教学冲突论 著作 教育学 王爱菊 三等奖 

广西民族教育研究 著作 教育学 王枬 三等奖 

治理视角下小学生课后托管的制度设计 论文 教育学 吴开俊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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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教育学知识的社会学考察 著作 教育学 徐继存 三等奖 

教育公平推动经济增长？——来自美国 1978-2015年

数据的经验分析 
论文 教育学 许长青 三等奖 

中小学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著作 教育学 姚建龙 三等奖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in Beijing: Exorcizing the Haunting Specter of 

Meritocracy 

著作 教育学 余凯 三等奖 

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 著作 教育学 余文森 三等奖 

教师制度伦理研究 著作 教育学 赵敏 三等奖 

读懂课堂 著作 教育学 钟启泉 三等奖 

高校科研评价定量方法与质量导向的偏离与治理 论文 教育学 朱军文 三等奖 

责任与限度：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研究 著作 教育学 祝爱武 三等奖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著作 体育学 戴健 三等奖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Chinese school-aged 

children:National prevalence estimates from the 

2016 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in China-The 

Youth Study 

论文 体育学 范翔 三等奖 

体育健身休闲市场服务质量与消费者忠诚度关系研究 著作 体育学 黄谦 三等奖 

体育治理视野下我国高端体育智库的建设研究 论文 体育学 杨国庆 三等奖 

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总览与观点 著作 体育学 易剑东 三等奖 

High dimensional generalized empirical 

likelihood for moment restrictions with 

dependent data 

论文 统计学 常晋源 三等奖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报告（2006-2015） 著作 统计学 凌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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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Differences in neural activation to depictions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edentary activity: An 

fMRI study of overweight and lean Chinese women 

论文 心理学 陈红 三等奖 

Attentional deployment impacts neural response 

to regret 
论文 心理学 郭秀艳 三等奖 

互联网心理学：新心理与行为研究的兴起 著作 心理学 雷雳 三等奖 

认知心理学：心智、研究与你的生活（第三版） 著作 心理学 张明 三等奖 

Internal resource waste and centralization 

degree in two-stage systems: An efficiency 

analysis 

论文 管理学 安庆贤 三等奖 

Boomerang Effects of Low Price Discounts: How 

Low Price Discounts Affect Purchase Propensity 
论文 管理学 才凤艳 三等奖 

能源系统集成建模：政策驱动下的低碳转型 著作 管理学 段宏波 三等奖 

中国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著作 管理学 顾海 三等奖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

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 
论文 管理学 何轩 三等奖 

China must protect high-quality arable land 论文 管理学 孔祥斌 三等奖 

论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战略路径 论文 管理学 蓝志勇 三等奖 

An energy-efficient scheduling and speed 

control approach for metro rail operations 
论文 管理学 李想 三等奖 

土地发展权、空间管制与规划协同 论文 管理学 林坚 三等奖 

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刘帮成 三等奖 

2-dimension uncertain linguistic power 

generalized weighted aggregation operator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multiple attribute group 

decision making 

论文 管理学 刘培德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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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Effects of control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project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lexity risk 

论文 管理学 刘汕 三等奖 

流动性与金融系统稳定——传导机制及其监控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刘晓星 三等奖 

Classifying, Measuring, and Predicting Users’ 

Overall Active Behavior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论文 管理学 鲁耀斌 三等奖 

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到组织惯例形成——转型

经济中新企业的即兴战略研究 
论文 管理学 买忆媛 三等奖 

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作用机制研究 著作 管理学 齐佳音 三等奖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V） 著作 管理学 钱忠好 三等奖 

死亡率风险证券化：债券类产品的设计与定价研究 著作 管理学 尚勤 三等奖 

Values of Chinese generation cohorts: Do they 

matter in the workplace? 
论文 管理学 唐宁玉 三等奖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品牌评价的影响 论文 管理学 田敏 三等奖 

Analysis of the bullwhip effect in two parallel 

supply chains with interacting price-sensitive 

demands 

论文 管理学 王能民 三等奖 

Hedging with Futures: Does Anything Beat the 

Naive Hedging Strategy? 
论文 管理学 王玉东 三等奖 

安全保障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系统 著作 管理学 翁文国 三等奖 

企业集团治理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武立东 三等奖 

关联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标准及梯度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杨翠迎 三等奖 

The impact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characteristics on entrepreneurial strategic 

orient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ownership 

论文 管理学 杨林 三等奖 

制度视角下的股权、CEO激励及其治理绩效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杨青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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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行业成长性影响公司现金持有吗？ 论文 管理学 杨兴全 三等奖 

Repetitive Project Scheduling: Theory and 

Methods 
著作 管理学 张立辉 三等奖 

政策属性与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研究 论文 管理学 朱亚鹏 三等奖 

香港法院适用中国宪法问题研究 论文 
港澳台问题 

研究 
王振民 三等奖 

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

略选择 
论文 国际问题研究 李慧明 三等奖 

能源革命与制度建构：以欧美新能源立法的制度性设

计为视角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吕江 三等奖 

东亚秩序论——地区变动、力量博弈与中国战略 著作 国际问题研究 门洪华 三等奖 

Between Assertiveness and Self-restraint: 

Understanding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论文 国际问题研究 周方银 三等奖 

教育管理对话论 著作 交叉学科 安世遨 三等奖 

跨语言句法结构相似性对二语句法加工的影响 论文 交叉学科 常欣 三等奖 

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战略与对策——基于粮食安全的视

角 
著作 交叉学科 韩璟 三等奖 

区域绿地规划的实施评价方法：上海市的案例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姜允芳 三等奖 

地方认同、文化传承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著作 交叉学科 孔翔 三等奖 

汉唐佛、道经典的文体比较——兼论宗教文化视野中

的比较文体学 
论文 交叉学科 李小荣 三等奖 

中原北方早期弥勒造像艺术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刘慧 三等奖 

Risk decision analysis in emergency response: A 

method based on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论文 交叉学科 刘洋 三等奖 

HEALTH INSURANCE AND HEALTH STATUS: EXPLORING 

THE CAUSAL EFFECT FROM A POLICY INTERVENTION 
论文 交叉学科 潘杰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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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 

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研究：理论与案例 著作 交叉学科 齐骥 三等奖 

全球化、身份认同与超文化能力 著作 交叉学科 任裕海 三等奖 

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府大数据开放利用研究 论文 交叉学科 王芳 三等奖 

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念和哲学

概念的起源 
论文 交叉学科 王小盾 三等奖 

甘青河湟地区藏汉古建筑彩画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王晓珍 三等奖 

公共性的消解与重建 著作 交叉学科 吴理财 三等奖 

Parrondo博弈——输的组合会赢 著作 交叉学科 谢能刚 三等奖 

音乐审美教育的人学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尹爱青 三等奖 

《尚书·无逸》篇今古文异同与错简 论文 交叉学科 虞万里 三等奖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Efficiency and CO2 Emissions of Power Plants in 

China 

论文 交叉学科 赵晓丽 三等奖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研究与规划方法创新 著作 交叉学科 甄峰 三等奖 

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周建新 三等奖 

中原水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数据库建设 著作 交叉学科 朱海风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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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报告奖（79 项）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亟需重新认识和准确定义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 
咨询服务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石建勋 一等奖 

中国特色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体方案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张希良 一等奖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实践探索与

经验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赵晓雷 一等奖 

中美投资协定谈判重要议题评估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单文华 一等奖 

当前党内法规研究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秦前红 一等奖 

青年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徐剑 一等奖 

卫生计生系统内审工作方法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陈艳娇 一等奖 

长江口疏浚土利用和新横沙资源战略预留的建

议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包起帆 一等奖 

中国绿色发展创新体系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杜欢政 一等奖 

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

变化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文传浩 一等奖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报告（2013） 咨询服务报告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艾四林 二等奖 

中国绿色 GDP绩效评估报告（湖北卷） 咨询服务报告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欧阳康 二等奖 

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魏礼群 二等奖 

内地高校香港学生国家认同亟待加强 华侨大学

课题组提四点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思想政治教育 骆文伟 二等奖 

关于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系列咨询报

告 
咨询服务报告 历史学 胡德坤 二等奖 

关于开展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果外译的若干建

议 
咨询服务报告 历史学 黄文凯 二等奖 

扩大我国油气战略储备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董秀成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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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现阶段深化开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顾海英 二等奖 

基于千村调查的三农系列问题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蒋传海 二等奖 

上海自贸试验区外资负面清单管理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孙元欣 二等奖 

发达国家贸易政策新变化对我国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张勇 二等奖 

中国建设汽车强国的差距分析与发展战略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赵福全 二等奖 

2015—2017 年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就业研究所 
二等奖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王灿发 二等奖 

关于建立国家级“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与法治创新

示范区”的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王朝恩 二等奖 

成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王贵国 二等奖 

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中国法治政府评

估报告课题组 
二等奖 

我国专利数量激增背后有隐忧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朱雪忠 二等奖 

建议统一西藏的翻译标准用语为 Xi Zang 咨询服务报告 
民族学与 

文化学 
刘壮 二等奖 

党的十九大报告境内舆情报告——基于语言文

本和视觉文本的综合分析 
咨询服务报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李龙 二等奖 

谁能代表香港民意：对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及民

意调查数据的比较 
咨询服务报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林功成 二等奖 

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研究课题组 
二等奖 

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网络理政的问题和对策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沈国麟 二等奖 

国家传播治理与网络舆论系列研究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王维佳 二等奖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实施成效研究

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崔延强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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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加强和促进我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的政策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范国睿 二等奖 

高等理科教育本科改革调研总报告（上、下册）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高等理科教育 

改革调研组 
二等奖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论证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辛涛 二等奖 

乡村小规模学校调查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中国农村教育 

发展研究院 
二等奖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不容乐观亟待重视 咨询服务报告 体育学 陈佩杰 二等奖 

国际石油价格市场复杂网络生成算法与动力学

稳定性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陈卫东 二等奖 

应收账款债权凭证（合同）流转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合肥工业大学汇

浦金融工程研究

院课题组 

二等奖 

2015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研究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李维安 二等奖 

关于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施和区域合作

共赢的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陕西师范大学西

北国土资源研究

中心 

二等奖 

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与交流战略研究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苏竣 二等奖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与高校职务科技成果

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西南交通大学 

课题组 
二等奖 

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杨永恒 二等奖 

“十三五”期间管理科学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张维 二等奖 

中国与周边国家水资源合作开发机制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周海炜 二等奖 

国际秩序的演变与未来 咨询服务报告 国际问题研究 王缉思 二等奖 

神农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 2016-2025年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湖北大学国家 

公园研究中心 
二等奖 

当代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廉思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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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美国的三代“中国通”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王莉丽 二等奖 

关于中国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王明高 二等奖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考察报

告 
著作 交叉学科 吴林海 二等奖 

国内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腐败风险及防控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陈志新 三等奖 

决胜“十三五”脱贫攻坚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黄祖辉 三等奖 

中国碳生产率的估算、预测及优化分配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张成 三等奖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效应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张广胜 三等奖 

同步全面小康进程中四川精准脱贫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经济学 庄天慧 三等奖 

法治政府与深化“放管服”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法学 浙江大学课题组 三等奖 

把握藏传佛教话语权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咨询服务报告 
民族学与 

文化学 
王德强 三等奖 

学业负担问题重大决策调整建议：“堵式减负”

困局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陆一 三等奖 

义务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教育学 宋乃庆 三等奖 

中国体育产业系列政策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体育学 黄海燕 三等奖 

关注南疆社会心态 疏解公众“隐性不满”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曹峰 三等奖 

强化大学农技推广职能，推进大学与农技推广体

系有机结合——农业转型背景下高校农业技术

推广模式创新与对策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陈巍 三等奖 

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科技服务业发展

研究课题组 
三等奖 

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管理业务规范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任旭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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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等级 

推进黑龙江省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咨询服务

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管理学 王宏起 三等奖 

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重大政策研究

报告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新型城镇化农

村土地资源再配

置重大政策研

究”课题组 

三等奖 

构建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的综合体

系——以韩国基督教在吉林省的活动为例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刘智文 三等奖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实施方案研究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张奇 三等奖 

其它成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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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读物奖（20 项）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普及读物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陈锡喜 

《实践论》浅释 普及读物 哲学 陶德麟 

诗映大唐春：唐诗与唐人生活 普及读物 中国文学 尚永亮 

敦煌文化 普及读物 中国文学 项楚 

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普及读物 历史学 江晓原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普及读物 历史学 李伯重 

中国衣裳 普及读物 历史学 李任飞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普及读物 历史学 张国刚 

黑色记忆：南京大屠杀 普及读物 历史学 张连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读本 普及读物 历史学 张岂之 

甲骨文与中国上古文明 普及读物 考古学 龙国富 

经济低碳化 普及读物 经济学 厉以宁 

《资本论》简说 普及读物 经济学 卫兴华 

读懂孩子——心理学家实用教子宝典（6-12岁） 普及读物 心理学 边玉芳 

美国霸权版“中国威胁”谰言的前世与今生 普及读物 法学 陈安 

节日之旅 普及读物 教育学 李敏 

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一年级—六年

级上、下册） 
普及读物 教育学 刘文利 

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普及读物 交叉学科 程兆奇 

“一带一路”关键词 普及读物 交叉学科 尚虎平 

上帝的手术刀：基因编辑简史 普及读物 交叉学科 王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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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成果奖（202 项）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资本论》哲学的新解读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鲍金 

另一个世界可能吗？——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蔡华杰 

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

究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何博 

中国近代土地所有权思想研究（1905-1949）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李学桃 

重估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价值与地位 著作 
马克思主义 

理论 
林锋 

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田旭明 

善治之道：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伦理路径研究 著作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王维国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 普及读物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鄢一龙 

网络意见领袖研究——基于思想政治教育视域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王嘉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分析引论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杨增岽 

价值排序与核心价值观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张彦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研究 著作 思想政治教育 张瑜 

他乡有夫子——西方《孟子》研究与儒家伦理建构 著作 哲学 韩振华 

《资本论》的再现 著作 哲学 王庆丰 

唯物论者何以言规范——一项从分析形而上学到信

息技术哲学的多视角考察 
著作 哲学 徐英瑾 

理解社会：从规范到机制 著作 哲学 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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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Selbstbildung und Sprachwelt 著作 哲学 杨栋 

Der sensus communis bei Kant.Zwischen 

Erkenntnis, Moralitaet und Schoenheit 
著作 哲学 周黄正蜜 

现代性危机及其精神救赎——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

思想研究 
著作 哲学 周来顺 

儒家的如何是好 著作 哲学 朱承 

中古道教类书与道教思想 著作 宗教学 程乐松 

无上秘要 著作 宗教学 周作明 

A perceptual study of how rapidly and 

accurately audiovisual cues to utterance-

final boundaries can be interpre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论文 语言学 毕冉 

广州话语法变异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单韵鸣 

古文异体关系整理与研究 著作 语言学 李春桃 

Interrogative Strategies: An Areal Typ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China 
著作 语言学 罗天华 

汉语句法语义标记词羡余研究 著作 语言学 邵洪亮 

中国境内语言人称包括性问题的类型学研究 论文 语言学 盛益民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 著作 语言学 史文磊 

生成词库理论与汉语事件强迫现象研究 著作 语言学 宋作艳 

释甲骨文中的“阱”字 论文 语言学 王子杨 

全译方法论 著作 语言学 余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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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Additive models for multitrait-multimethod 

data with a multiplicative trait-method 

relationship: A simulation study 

论文 语言学 张利东 

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卞东波 

“江湖诗派”概念的梳理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 论文 中国文学 侯体健 

媒介生态与当代文学 著作 中国文学 胡友峰 

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 著作 中国文学 黄湘金 

中国古典诗歌平仄律的形成与嬗变 论文 中国文学 李飞跃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

人圈 
著作 中国文学 陆胤 

明代《楚辞》评点形态及其研究价值 论文 中国文学 罗剑波 

南社词人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汪梦川 

文学的“言说”与作为第三方的批评家——列维纳

斯与文学批评之一 
论文 中国文学 王嘉军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王伟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 著作 中国文学 杨建刚 

启蒙旗帜下的反启蒙行动——《狂人日记》叙述形

式中显现的意图谬误 
论文 中国文学 于小植 

先秦符号思想研究 著作 中国文学 祝东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精神 著作 外国文学 陈礼珍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 著作 外国文学 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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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类型 学科类别 
申报人 

（按姓名音序） 

鹦鹉夜谭：印度鹦鹉故事的文本与流传研究 著作 外国文学 潘珊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校注 著作 外国文学 时光 

Erinnerungskulturen des jüdischen Exils in 

Shanghai (1933-1950) 
著作 外国文学 庄玮 

新世纪的欧美移民电影 著作 艺术学 崔军 

中国电影刊物史稿：1921-1949 著作 艺术学 丁珊珊 

电影政策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历史进程：1927-1937 著作 艺术学 宫浩宇 

梨园文献与优伶演剧——京剧昆曲文献史料考论 著作 艺术学 谷曙光 

《髹饰录》新诠 著作 艺术学 何振纪 

何以代表“中国”——中国在世博会上的展示与国

家形象的呈现 
著作 艺术学 胡斌 

昆曲曲牌曲腔关系研究——以昆曲南曲商调曲牌为

例 
著作 艺术学 蒯卫华 

女性主义音乐批评与中国实践 著作 艺术学 宋方方 

上党神庙剧场研究 著作 艺术学 王潞伟 

结构主义视域下的序列主义音乐研究：以密尔

顿·巴比特与路易吉·达拉皮科拉序列作品为例 
著作 艺术学 郑艳 

现代设计伦理思想史 著作 艺术学 周博 

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 著作 艺术学 祝帅 

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著作 历史学 陈跃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 著作 历史学 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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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 著作 历史学 胡恒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

化 
著作 历史学 胡鸿 

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

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著作 历史学 姜萌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论文 历史学 梁晨 

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 著作 历史学 梁勇 

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整理与研究 著作 历史学 凌文超 

天下为学说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 著作 历史学 瞿骏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 著作 历史学 杨祥银 

Different cultures of computation in seventh 

century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square 

root extraction 

论文 历史学 朱一文 

跨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史前考古研究 著作 考古学 吕红亮 

Asset Pricing When Traders Sell Extreme 

Winners and Losers 
论文 经济学 安砾 

Once an Enemy, Forever an Enemy? The Long-run 

Impac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1937 to 1945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论文 经济学 车翼 

Trade Liberalization, Quality, and Export 

Prices 
论文 经济学 樊海潮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

的视角 
论文 经济学 范子英 

人口老龄化、税收负担与财政可持续性 论文 经济学 龚锋 

被遗忘的总供给：财政政策扩张一定会导致通货膨

胀吗？ 
论文 经济学 郭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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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 1978-2011

年中国农业增长与资本存量的实证估计 
论文 经济学 李谷成 

一个古典——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中国经验 论文 经济学 李海明 

Short- and Long-Run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Expected Returns 
论文 经济学 刘琦 

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

出效应的视角 
论文 经济学 邵帅 

PPI和 CPI的非线性传导：产业链与价格预期机制 论文 经济学 孙坚强 

Equilibria and incentives in private 

information economies 
论文 经济学 孙祥 

Financial structure, corporate savings and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论文 经济学 谭之博 

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 著作 经济学 万海远 

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工具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效应

——基于中国工业行业专利数据的实证 
论文 经济学 王班班 

城镇住房、农地依赖与农户承包权退出 论文 经济学 王常伟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资金需求与公司投资 论文 经济学 王义中 

为经济增长而干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策略分析 论文 经济学 王媛 

中国沿海地区的崛起：市场的力量 论文 经济学 韦倩 

Dynamic pricing in the presence of individual 

learning 
论文 经济学 翁翕 

开放经济视角下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著作 经济学 谢锐 

中国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演化研究 著作 经济学 徐振宇 

“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基

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 
论文 经济学 杨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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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GMM estimation of spatial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with fixed effects 
论文 经济学 虞吉海 

Fundamental Analysis and the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A Data-Mining Approach 
论文 经济学 郑凌凌 

资源禀赋约束、要素替代与诱致性技术变迁——以

中国粮食生产的机械化为例 
论文 经济学 郑旭媛 

普通人话语中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农民政治心理

透视 
著作 政治学 刘伟 

区域治理中政府间协作的法律制度：美国州际协议

研究 
著作 政治学 吕志奎 

房权政治：中国城市社区的业主维权 著作 政治学 吴晓林 

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荒漠化及其他集体行动困境

问题解决的新模型 
著作 政治学 杨立华 

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

调适研究 
著作 政治学 张振华 

对民事判决书结构与说理的重塑 论文 法学 曹志勋 

国际私法条约解释的路径依赖与方法展开 论文 法学 杜焕芳 

民国时期法律解释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法学 方乐 

国际法与晚清中国：文本、事件与政治 著作 法学 赖骏楠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Lawmaking: 

China's Invisible 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 

论文 法学 林彦 

缔约过程中说明义务的动态体系论 论文 法学 尚连杰 

药品行政法专论 著作 法学 宋华琳 

大数据时代的隐私危机及其侵权法应对 论文 法学 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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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 论文 法学 于飞 

国际航空产品责任研究 著作 法学 张超汉 

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

角 
论文 法学 张翔 

现代行政中的裁量及其规制 著作 法学 郑春燕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

村治理逻辑 
论文 社会学 陈锋 

被困的治理：河镇的复合治理与农户策略（1980-

2009） 
著作 社会学 狄金华 

教育能否让我们更健康——基于 2010 年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的城乡比较分析 
论文 社会学 胡安宁 

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与发展 论文 社会学 黄晓春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 论文 社会学 焦长权 

“道中生活”——怒江傈僳人的日常生活与信仰研

究 
著作 社会学 卢成仁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 论文 社会学 夏柱智 

技术革新与社会结构变迁——近代机器缫丝技术应

用的比较研究 
著作 社会学 张茂元 

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

数据的考察 
论文 人口学 胡湛 

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 著作 人口学 杨凡 

重塑“畲人”：赣南畲族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著作 
民族学与 

文化学 
曹大明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

路径分析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郝亚明 

金朝前期的“南北选”问题——兼论金代汉地统治

方略及北族政治文化之赓衍 
论文 

民族学与 

文化学 
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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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刘海龙 

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刘涛 

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王斌 

潜行的力量：ICT精英如何嵌入并影响社会运动—

—以“弗格森事件”为例 
论文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吴小坤 

新记《大公报》再研究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俞凡 

流动儿童与媒介：移民融合中的传播与社会化问题 著作 
新闻学与 

传播学 
庄曦 

Loc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 services: Privacy 

calculus, benefit structur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孙永强 

多语言网络学术信息挖掘与检索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吴丹 

基于关联数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聚合研究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翟姗姗 

Global Pattern of Science Funding in 

Economics 
论文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赵星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 著作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周余姣 

共轭与融通：职业教育学术课程与职业课程的整合

研究 
著作 教育学 陈鹏 

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与行动选

择 
著作 教育学 陈先哲 

教育的道德基础——教育伦理学引论 著作 教育学 程亮 

教学隐喻论 著作 教育学 高维 

美国大学治理：结构、过程与人际关系 著作 教育学 刘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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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寻绎：中国当代课程研究的历史回顾 著作 教育学 刘徽 

我国农村教师编制结构优化研究 论文 教育学 刘善槐 

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

1949） 
著作 教育学 刘训华 

高考制度公平性研究：异地高考政策与随迁子女社

会融入 
著作 教育学 吕慈仙 

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参与的特征分析——基

于 12所中外研究型大学调查资料的比较 
论文 教育学 吕林海 

现代大学的适应、变革与超越——基于欧美大学史

的检视 
论文 教育学 任增元 

教师权威：困境与出路 著作 教育学 沈萍霞 

“创新驱动”战略下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

——基于大学变革的视角 
著作 教育学 王志强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逻辑与价值旨归 论文 教育学 徐小容 

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企业化改革研究 论文 体育学 陈元欣 

体力活动对认知能力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论文 体育学 全明辉 

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国际比较 论文 体育学 张加林 

Efficient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Missing Observations 
论文 统计学 陈雪蓉 

Testing Differential Networks with 

Applications to the Detection of Gene-Gene 

Interactions 

论文 统计学 夏寅 

The neural dynamics of reward value and risk 

coding in the human orbitofrontal cortex 
论文 心理学 李岩松 

An Alternative to Post Hoc Model Modification 

i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Bayesian 

Lasso 

论文 心理学 潘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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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i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Based on Their Face Processing 

Abnormality: A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 

论文 心理学 易莉 

Altered hemispheric lateralization of white 

matter pathways in developmental dyslexia: 

Evidence from spherical deconvolution 

tractography 

论文 心理学 赵晶晶 

Simultaneously Discovering and Quantifying 

Risk Types from Textual Risk Disclosures 
论文 管理学 鲍杨 

Trust Development in Globally Distributed 

Collaboration: A Case of U.S. and Chinese 

Mixed Teams 

论文 管理学 程絮森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

新道路 
论文 管理学 杜运周 

创业网络混合治理机制选择的案例研究 论文 管理学 韩炜 

地区差异、企业投资与经济增长质量 论文 管理学 郝颖 

Sunny, Rainy, and 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obile Effectiveness 
论文 管理学 李晨溪 

穷人的慷慨：一个战略性动机的研究 论文 管理学 李四海 

Service Channel Choice for Supply Chain: Who 

is Better Off by Undertaking the Service? 
论文 管理学 李响 

经营期望、管理自主权与战略变革 论文 管理学 连燕玲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与地方环境污染 论文 管理学 梁平汉 

中国企业引进型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管理学 林海芬 

Managing the Unexpected: Sense-Making in the 

Chines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论文 管理学 吕孝礼 

The Maximizing Mind-set 论文 管理学 马京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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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Feedback, Government Goal-

Setting, and Aspiration Level Adapt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论文 管理学 马亮 

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 论文 管理学 秦立建 

Fairness heuristics and substitutability 

effects: Inferring the fairness of outcomes, 

procedures, and interpersonal treatment when 

employees lack clear information 

论文 管理学 秦昕 

Industry-Level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turn and Risk: What Explains the 

Variation? 

论文 管理学 任菲 

To Share or Not to Share: Demand Forecast 

Sharing in a Distribution Channel 
论文 管理学 田林 

Mobility of Top Marketing and Sales 

Executives in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s: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论文 管理学 王锐 

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

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 
论文 管理学 杨洋 

Revisit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financial performance link: A replication of 

Waddock and Graves 

论文 管理学 赵小平 

Optimal uniform pricing strategy of service 

firm when facing two classes of customers 
论文 管理学 周文慧 

香港政府内部管治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咨询服务报告 
港澳台问题 

研究 
夏瑛 

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

“一带一路”的启示 
论文 国际问题研究 黄琪轩 

后起国如何制衡金融霸权——基于国际金融权力指

数构建的新探索 
论文 国际问题研究 周帅 

南宋园林史 著作 交叉学科 鲍沁星 

Networked Public: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著作 交叉学科 何威 

土地制度、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 著作 交叉学科 黄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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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与优化：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研

究 
著作 交叉学科 贾绘泽 

Demystifying central government R&D spending 

in China—Should funding focu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论文 交叉学科 孙玉涛 

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熊春林 

新型两用生物技术对我国生物安全的威胁及对策建

议 
咨询服务报告 交叉学科 薛杨 

中外图书情报学科知识图谱比较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杨思洛 

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 著作 交叉学科 张剑葳 

连片特困区扶贫资源配置效应与优化机制 著作 交叉学科 郑瑞强 

均等下的不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受益公平

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论文 交叉学科 周钦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甲骨学 著作 交叉学科 邹芙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