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在学校 基地名称 招标课题名称 中标者 所在单位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明代徽州族谱研究 卞利 安徽大学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明清徽州宗族会社研究 周晓光 安徽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发展 丰子义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孙熙国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亚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严绍璗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方学视野下的文学、学术思想文化与学科认同 罗志田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韩非子》实词及相关句法结构研究 宋绍年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 李小凡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济与非经济收益研究 陈良焜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教育政策目标与执行过程偏离问题研究：以独立学院为例 陈学飞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中国艺术批评通史（第五、六、七卷） 陈旭光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中国美学通史（第五、六、七卷） 丁宁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问题研究 徐向东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 姚卫群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参与式行政”与中国行政法制模式变革研究 方世荣、王锡锌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风险管制与行政法新发展研究 张骐、沈岿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

所 

当代中国廉政预警体系建设研究 李成言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

所 

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燕继荣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战国秦汉简牍所见制度与社会综合研究 吴荣曾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至正条格》与元代法制研究 张帆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藏珍稀本汉籍选刊 杨忠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珍稀本汉籍选刊 刘玉才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并购重组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经济功能研究 巫和懋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研究－以敦煌佛爷庙湾出土资料为中心 赵化成、韦正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 徐天进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和谐社会建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学研究 刘爱玉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公众的科技和人文素养 詹正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 王晓辉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 马健生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促进心脑血管疾病老年患者康复的心理因素研究 申继亮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基于心理辅导的青少年犯教育改造途径研究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近代以来文化价值秩序变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

究 

吴向东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近代到现代 朱红文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我国教师劳动的经济学分析 曲恒昌、曾晓东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现当代中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化进程研究 高奇、胡艳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隋唐五代碑刻及手写文献电子典藏及属性描述 秦永龙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校正》 龚鹏程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心 

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生态环境思想研究-以农业与生态环境关系

为中心的考察 

王培华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

心 

中国、日本及朝、韩史学发展比较研究 乔治忠 南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 黄卓越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重要概念的起源和发展 王向远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留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的计算机模拟研究 邢红兵 北京语言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

中心 

中国煤电关系的产业组织问题及其国际比较 于立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

中心 

国际反垄断规则变迁与中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研究 张嫚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学生适应问题研究 杨兆山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政策研究 秦玉友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化”研究 宫秀华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中古时期拜占庭立法文献研究与评注 徐家玲 东北师范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 国际服务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研究 杨荣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 博弈论与多边贸易体制 刘光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 

反思﹒批判﹒创新－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动向 

王凤才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心 

马克思、犹太问题与现代性 孙向晨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清代地理专题研究 邹逸麟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行政区域划界操作过程的历史考察 周振鹤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经济外交研究 潘锐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政府、政治和政策研究 楚树龙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石油市场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结构的冲击效应研究 吴力波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及非贸易效应研究 沈国兵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新媒体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介选择 杜骏飞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传播形态及效果 潘忠党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与文学现代化 栾梅健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古代已刊诗文选评点本研究 钱振民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

究中心 

中国反贫困战略的转变：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章元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 税权改革的增长效应：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视角 张晏 复旦大学 



究中心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区域推进战略：长三角区域现代化进程的模式解构与普遍意义 张晖明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对外关系：观念、制度、群体（20 世纪

上半叶） 

金光耀 复旦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中心 

翻译学理论的整合性与系统性研究－认知语言学途径 曾利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社会嵌入与黄河流域区域创新模式研究 李恒 河南大学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中心 

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研究 贾玉英 河南大学 

黑龙江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俄汉）全译转化机制及其应用研究 黄忠廉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 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俄汉新时代教学词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邓军 黑龙江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研究 邓名瑛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学派的伦理思想 聂文军 湖南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文明模式与俄罗斯外交 姚海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冷战起源研究 余伟民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基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转型性变革的素质教育区域性推广研

究 

杨小微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所 

和谐社会视野下基础教育公平与均衡的政策研究 吴遵民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学校本位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课程与教学理论国际化研究 张华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十一五期间新发表出土文献数据库建设 白于蓝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中韩通用汉字研究 河永三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乡政区转型与整合研究 汪宇明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国际研发中心城市的成长机理及发展模式研究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中国文化意象的再生产研究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意义世界研究 杨国荣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汉语小句联结机制研究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东南片语言问题研究 张振兴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金融团体研究 郑成林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清末地方官制改革研究 刘伟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城乡统筹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陈伟东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 现阶段农村文化变迁与和谐文化建设 吴理财 华中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东周时期三晋地区与北方地区的文化互动 滕铭予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东北及其邻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研究 赵宾福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俄罗斯东部大开发新战略与东北亚经济合作研究 郭连成 东北财经大学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朝鲜半岛政治经济走势与我国的半岛战略研究 张慧智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的法制转型－以权利的法定化为视角的考察 齐延平 山东大学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法治国家与司法权威 杨春福 南京大学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总量内在关联机制的动态

计量研究 

刘金全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金融资产、商品及劳动力价格的动态传导机制与宏观调控

研究 

赵振全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研究 刘福森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中国人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当代价值研究 张连良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研究 李俊江 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垄断行业监管机制的法经济学研究 谢地 吉林大学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法华艺术史研究 张元林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写本类书研究 屈直敏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明清时期河、湟、岷、洮地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研究 武沐 兰州大学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社会结构性差异对民族心理影响的研究－以西北少数民族为

视点 

李静 兰州大学 

辽宁大学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 经济分权制度的收益与代价：来自财政角度的分析 于占东 辽宁大学 

辽宁大学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中心 中国周代劳动私有产权向土地私有产权的演变 杨志文 辽宁大学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研究 森格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明清与蒙古的民族关系和政策研究 王雄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当代内蒙古蒙古族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研究 郝维民 内蒙古大学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长三角地区外资代工模式下本土企业升级问题研究 石奇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长三角土地制度创新与土地利用效率关系研究 葛扬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

中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 杨明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

中心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与动向跟踪研究 胡大平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民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民生政策及其影响研究 王明生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国民党执政实态与能力研究（1927～1937 年） 李玉 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 中国参与 2009 年新加坡 APEC 会议咨询研究 宫占奎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 APEC 贸易便利化问题研究 刘重力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董事会结构、机制及其评价研究 李维安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基于公司治理评价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 梁琪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FDI、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及增长模式转化 蒋殿春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金融业外资并购对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 邱立成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核武器与战后国际关系 赵学功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加拿大建立社会稳定过程的历史考察 杨令侠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刘刚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研究 张彤玉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汉魏六朝的信仰与社会生活 张荣明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现代交通体系与华北区域社会变动研究：1881-1949 江沛 南开大学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创业企业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关系形成机制研究 姜彦福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重化工产业发展中的技术创新理论与对策研究 李廉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新兴电子商务环境下市场形成机制和电子市场微观交易机制

设计与优化研究 

陈剑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司权力扩张问题的研究 宁向东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二战后世界主要社会思潮及其演变趋势 安维复 华东师范大学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审美文化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陈炎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阴阳两仪”思维与中国审美文化研究 仪平策、李庆本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中心 

儒学原理研究 苗润田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中心 

《周易》语言学研究 杨端志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犹太神秘主义研究 刘金忠、周燮藩 南昌大学、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中日韩佛教交流与比较研究 牛建科、陈坚 山东大学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技术认识论研究 陈凡 东北大学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当代数学的语境解释 胡瑞娜 山西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

发展研究中心 

全新世以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聚落与环境研究 韩茂莉 北京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 历史时期西安与周边城市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研究 李令福 陕西师范大学 



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宏观经济周期、投资者预期与资产定价 蒋义宏、薛爽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都市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的近代传播及新变 潘建国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西方都市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陈恒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中国的伊斯兰学术活动对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贡献研究 马明良 西北民族大学 

四川大学 藏学研究所 西藏西部佛教史迹综合研究 次仁加布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藏学研究所 民国时期康区研究的三个学术期刊的整理出版与研究 姚乐野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道教科技文献的整理与思想研究 盖建民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道教文学通史 詹石窗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杨文武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南亚的恐怖主义与反恐问题研究 张力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俗文化研究所 历代民俗诗歌与民俗文化研究 吕肖奂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 俗文化研究所 儒学的世俗化与民间文化心理 谢谦 四川大学 

苏州大学 中国农村城镇化研究中心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扩张研究 孙永正 苏州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 认知抑制能力与学习效率关系的研究 白学军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 中国国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彭运石 湖南师范大学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可移植性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性研究

——以 WTO 法为例 

孔庆江 浙江工商大学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涉外民商事判裁的法律方法研究 宋连斌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建设 黄德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两型社会”建设与环保监管模式创新研究 黄锡生 重庆大学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简新华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后发优势与经济追赶研究 谭崇台、代谦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报业发展战略转型研究 吕尚彬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媒介健康传播与社会促进研究 夏琼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和谐社会构建与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张奇林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战略研究 丁建定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基于智能信息处理的知识挖掘技术及应用研究 张玉峰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图书情报、档案学发展与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建设研究 冯惠玲 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启蒙反思”论说 胡治洪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 罗运环 武汉大学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西部大都市区管治模式与协调机制研究 安树伟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 

中国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与农村微观金融成长研究 何风隽  姚慧

琴 

宁夏大学、西北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西北少数民族公民意识教育的理论、政策与实践研究 王宗礼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 

西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课程改革研究 芦平生 西北师范大学 

西藏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鸦片战争前后西藏百年历史研究 许广智 西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业全面开放下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研究 殷孟波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金融市场统计体系研究 蒋萍 东北财经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

中心 

西南地区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研究 孙杰远 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

中心 

西南民族宗教文化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研究 巴登尼玛 西南大学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中国与马来西亚经济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李一平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当代东南亚能源问题研究 赵洪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走向及质量保障 林金辉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高考改革与入学机会公平研究 郑若玲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 邱崇明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研究 刘榆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效果检验 曲晓辉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 孙谦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闽粤移民与台湾社会历史发展研究 邓孔昭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机制研究 李非 厦门大学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新疆矿产资源综合承载力与资源

安全研究 

宋岭 新疆大学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

心 

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视野下的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研究 王文光 云南大学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

心 

西南少数民族农村 30 年变迁的民族志研究 何明 云南大学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敦煌史部文献汇辑集校 刘进宝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一切经音义》三种整理研究 徐时仪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新进展与新思考 赵伟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转型背景下产业集聚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朱希伟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农业分工协作、互动发展、

合作共赢机制和路径研究 

顾益康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 基于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区域互动发展战略

－机制设计与政策研究 

张晓波 浙江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社会转型期的媒介伦理问题研究 龙耘 中国传媒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海洋渔业企业发展模式研究 权锡鉴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中国海洋经济演化过程、现状评价及发展趋势研究 姜旭朝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宗教学专业系列教材一 末木文美士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宗教学专业系列教材二 罗秉祥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宋希仁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

心 

中外道德教育比较研究 金生鈜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民法学方法论研究 姚辉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他物权制度的现代化问题研究 刘保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治”原则的建构历程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意义 

郭寿康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经济全球化和欧盟东扩背景下的欧盟市场一体化研究：规制、

进展、问题、前景与借鉴 

丁纯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政治文化研究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以语言的交流互动为中心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西部生态移民研究（跟踪调查） 侯东民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

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研究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

心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历史经验研究 齐鹏飞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

心 

社区理论与我国和谐社区建设研究 夏建中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

心 

民间纠纷解决模式的法社会学研究 郭星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 郑保卫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新一代互联网环境下舆论引导与控制对策研究 匡文波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问题研究 戴玉忠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社会变迁、刑法发展与立法模式的变革 肖中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中心 多水平数据中的统计理论、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田茂再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中心 基于微观数据的我国统计核算数据估算模型方法研究 赵彦云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

心 

财政扶贫、转移支付与最终消除绝对贫困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

心 

现代财政金融理论的中国渊源——17-19世纪中国财政金融问

题及其文献研究 

何平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唐宋社会变动与法律变化研究 陈景良 河南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研究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 

乔欣 中国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企业知识资产价值贡献测度研究 汤湘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港澳珠三角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空间转换研究 李郇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香港与内地社区基层治理比较研究 郭正林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考古人类学研究 郑君雷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明清东南沿海盐场社会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黄国信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博弈逻辑研究 鞠实儿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中国逻辑思想研究 翟锦程 南开大学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

代化研究所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

代化研究所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状况研究 李尚德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 任剑涛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政策的挑战与对策 岳经纶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化研究 宋俊华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 高小康 中山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我国自然灾害保险制度研究 郝演苏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精算学的量化方法及原理在信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杨静平 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祁庆富、文日

焕、苍铭 

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藏族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旅游开发调查研究 喜饶尼玛 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研究所 中国新疆木卡姆研究 肖学俊 新疆艺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研究所 中国歌剧与音乐剧发展状况研究 居其宏 南京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