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高校 重点研究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位
课题批准号

1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传统徽州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研究 王日根 厦门大学 12JJD750015

2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清代徽人文集叙录 徐道彬 安徽大学 12JJD750016

3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

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夏文斌 北京大学 12JJD710010

4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非存在对象的名字与新梅农主义研究 叶闯 北京大学 12JJD720010

5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基于心灵与认知观的逻辑与数学哲学研究 叶峰 北京大学 12JJD720011

6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汉语名词短语（DP）的内部构造 沈阳 北京大学 12JJD740008

7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近代汉语虚词系统研究 杨荣祥 北京大学 12JJD740011

8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日本近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李强 北京大学 12JJD750008

9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阿拉伯现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变迁 林丰民 北京大学 12JJD750009

10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魏晋南北朝士人活动与审美范畴构建 袁济喜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50018

11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晚唐五代社会文化的转型 陆扬 北京大学 12JJD770009

12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从观礼朝圣到行蛮貊之邦——朝鲜燕行使与《燕
行录》研究

漆永祥 北京大学 12JJD770013

13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元版研究——近代版本学发展
史研究之一

桥本秀美 北京大学 12JJD770014

14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龟兹石窟寺院调查与研究
林梅村、魏正中

（Vignato
Giuseppe）

北京大学 12JJD78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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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美国政府财政和债务危机及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张帆 北京大学 12JJD790041

16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高中入学决策与教育回报不确定性 赵耀辉 北京大学 12JJD790045

17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政治心理学：一门学科和一种资源 王丽萍 北京大学 12JJD810020

18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人大制度改革与责任政府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谢庆奎 北京大学 12JJD810023

19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与改进 余凌云 清华大学 12JJD820016

20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公益征收研究 张树义 中国政法大学 12JJD820019

21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低生育率研究 郭志刚 北京大学 12JJD840005

22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居住空间的更新与治理：城镇扩张中的社会管理 朱晓阳 北京大学 12JJD840016

23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高职院校的组织转型、培养模式变革与毕业生就
业力的多案例研究

郭建如 北京大学 12JJD880003

24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教育机会均等的实证研究 沈艳 北京大学 12JJD880011

25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当今时代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社会认知的发展特点
、影响因素及促进研究

陈英和 北京师范大学 12JJD190001

26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中小学教师共情能力的发展与促进 李伟健 浙江师范大学 12JJD190002

27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两宋时期主流价值观的变迁 张奇伟 北京师范大学 12JJD720013

28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西周文献的生成、形态及文化功能研究 尚学锋 北京师范大学 12JJD74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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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通史（清代卷） 党圣元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12JJD750002

30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明代文艺思想史 方锡球 安庆师范学院 12JJD750005

31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研究 罗炳良 北京师范大学 12JJD770010

32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
论为中心

孙立新 北京师范大学 12JJD770015

33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和发展走向 陈时见 西南大学 12JJD880002

34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大学与中小学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研究 孟繁华、张景斌 首都师范大学 12JJD880008

35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的国际比较研究 饶从满 东北师范大学 12JJD880010

36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教学伦理学研究 王本陆 北京师范大学 12JJD880013

37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高考英语考试改革研究:考试方案设计及效度论
证

韩宝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 12JJD740004

38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美国、法国、俄罗斯、巴西国家外语能力研究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12JJD740009

39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任务-活动“型汉语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 姜丽萍 北京语言大学 12JJD740005

40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基于类型学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别化”研
究

张赪 北京语言大学 12JJD740012

41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
心

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激励机制的优化与协调研究 杜两省 东北财经大学 12JJD790008

42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
心

中国产业低碳化转型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 12JJD79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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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幕末维新期的日本国家意识研究（以坂本龙马为
中心）

陈秀武 东北师范大学 12JJD770003

44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欧洲文明转型与史学现代化研究 张乃和 吉林大学 12JJD770022

45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评价研究 秦玉友 东北师范大学 12JJD880009

46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研究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12JJD880014

4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我国入世以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贸
易争端的实践与经验研究

栾信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JJD790022

4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我国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特点与展望 齐天翔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JJD790029

49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

《资本论》中的认识论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
建

吴猛 复旦大学 12JJD710009

50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近代报刊曲话的整理与研究 李桂奎 复旦大学 12JJD750007

51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明代文学名家诗文别集的整理与研究（一）——
以高启、李东阳诗文别集为中心

钱振民 复旦大学 12JJD750011

52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水域景观体系的构建与环境
效应研究

安介生 复旦大学 12JJD770001

53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清代东南地区入境台风序列重建 满志敏 复旦大学 12JJD770012

54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约束条件与动力机制研
究——基于长周期调整的视角

程大中 复旦大学 12JJD790003

55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后危机时代国际竞争新格局与国际竞争力比较研
究

袁堂军 复旦大学 12JJD790038

56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

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周伟林 复旦大学 12JJD79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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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当代美国府会关系：总统单边政策工具研究 刘永涛 复旦大学 12JJD810014

58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中国地方国家制度的一项非常试验：革命委员会 陈明明 复旦大学 12JJD840001

59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西方历史中的代表制研究（1500-1800）
史傅德（Fred
Shrader）

复旦大学 12JJD840012

60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传播新科技、性别政治与现代中国都市文化变迁 曹晋 复旦大学 12JJD860001

61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传媒、公共性与中国城乡变革：以中国的广电改
革为视角

吕新雨 复旦大学 12JJD860004

6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
究中心

纠正性反馈与英语写作语言准确性的发展 欧阳护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2JJD740006

6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
究中心

英语程式语研究的理论建构及应用 徐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2JJD740010

64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

沿黄黄金旅游带构建及其可持续发展研究 程遂营 河南大学 12JJD790005

65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

黄河变迁与开封城市兴衰的互动关系研究 马建华 河南大学 12JJD790023

66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

A.Ф.洛谢夫美学思想研究 刘锟 黑龙江大学 12JJD870001

67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

《新时代大俄汉词典》编纂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 12JJD870002

68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食品安全伦理问题研究 唐凯麟 湖南师范大学 12JJD720008

69 湖南师范大学 道德文化研究中心 英美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 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 12JJD720009

70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语言测试的评价标准研究 陈佑林 华中师范大学 12JJD7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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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汉语方言的比较范畴和否定范畴 张邱林 华中师范大学 12JJD740013

72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世致死后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
、儒医、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吴琦 华中师范大学 12JJD770018

73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大学与社会 许小青 华中师范大学 12JJD770019

74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经验及理论
创新研究

董江爱 华中师范大学 12JJD840003

75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农村基层干部的代际更替与乡村治理研究 吴晓燕 华中师范大学 12JJD840013

76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解析 程彪 吉林大学 12JJD710002

77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分配正义研究 姚大志 吉林大学 12JJD710011

78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 彭善国 吉林大学 12JJD780004

79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青海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综合研究 张文立 吉林大学 12JJD780008

80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近期外国国有企业功能、结构、绩效研究 丁一兵 吉林大学 12JJD790007

81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规则动态计量方法及应
用研究

金成晓 吉林大学 12JJD790015

82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中央企业重组与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齐平 吉林大学 12JJD790028

83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张世伟 吉林大学 12JJD790042

84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中、日、俄油气资源竞争与合作研究

陈志恒 吉林大学 12JJD8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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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日美、韩美同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 张景全 吉林大学 12JJD810025

86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权利与政治研究 范进学 上海交通大学 12JJD820001

87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中国司法传统的法哲学探究 徐忠明 中山大学 12JJD820014

88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海外华人人才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潮龙起 暨南大学 12JJD810001

89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海外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研究 鞠玉华 暨南大学 12JJD810010

90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文学作品叙录与系年 伏俊琏 兰州大学 12JJD770007

91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个案）——麦积山石窟
研究

魏文斌 兰州大学 12JJD770017

92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转型国家政治民主化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基
于中东欧独联体国家转型视角

李淑云 辽宁大学 12JJD810012

93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国际秩序重构中俄罗斯转型的作用与影响 吴大辉 辽宁大学 12JJD810022

94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草原牧区工矿开发与和谐社会建设实证研
究

阿拉坦宝力格 内蒙古大学 12JJD740001

95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
心

当代拉康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 蓝江 南京大学 12JJD710005

96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
心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张传平 南京大学 12JJD710012

97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 胡星亮 南京大学 12JJD750006

98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人性话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张光芒 南京大学 12JJD7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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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史叙述研究 陈蕴茜 南京大学 12JJD770004

100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认知与事实：民国乡村问题的再探讨 赵兴胜 山东大学 12JJD770025

101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

长三角“一核九带”均衡协调发展研究 魏守华 南京大学 12JJD790034

102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

长三角从制造中心转向创新中心的金融支持研究 周勤 东南大学 12JJD790047

103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新德育课程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鲁洁、余维武 南京师范大学 12JJD880007

104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研究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 12JJD880012

105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中国情境下供应链协作与关系治理研究 李勇建 南开大学 12JJD630004

106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西欧文明的基础：9至20世纪农民土地产权的历
史

侯建新 南开大学 12JJD770008

107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隋唐五代日常生活 王力平 南开大学 12JJD770016

108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秦汉日常生活 闫爱民 南开大学 12JJD770020

109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东亚三国早期西学演化路径研究 赵德宇 南开大学 12JJD770024

110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何自力 南开大学 12JJD790014

111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体系：国际比较研究 谢娟娟 南开大学 12JJD790035

112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后危机时代的跨国公司投资、国际资本流动趋势
与我国外资政策

周申 南开大学 12JJD79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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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经济结构升级与经济体制转型中我国行业收入差
距问题研究

周云波 南开大学 12JJD790050

114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中国参与2013年印度尼西亚APEC会议咨询研究 宫占奎 南开大学 12JJD810007

115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中国的FTA战略研究 宋玉华 南开大学 12JJD810018

116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电子商务参与者行为规律及其管理问题的实证研
究

陈国青 清华大学 12JJD630001

117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能源-环境-经济系统综合模型体系研究 陈文颖 清华大学 12JJD630002

118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我国新企业形成的研究 高建 清华大学 12JJD630003

119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状况调查 吴潜涛 清华大学 12JJD880016

120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之关系的研究 王韶兴 山东大学 12JJD710007

121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
心

《庄子》篇义题解辑要与研究 邓联合 山东大学 12JJD720003

122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
心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 黄玉顺 山东大学 12JJD720004

123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宗教与社会服务研究 李芹、高建国 山东大学 12JJD730002

124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符号科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突破 屠友祥 山东大学 12JJD750014

125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文学文本理论研究 张红军 山东大学 12JJD750020

126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语境论与物理学哲学研究 程瑞 山西大学 12JJD7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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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语境论数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 张汉静、康仕慧 山西大学 12JJD720012

128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
展研究院

中国古代西北边疆与伊利汗国历史地理研究 韩中义 陕西师范大学 12JJD790013

129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
展研究院

西北资源开发生态补偿金融支持政策体系研究 刘明 陕西师范大学 12JJD790020

130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新兴资本市场中的财务分析师行为及其作用的研
究

孙铮 上海财经大学 12JJD790033

131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配置审计项目负责人 薛爽 上海财经大学 12JJD790037

132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理想都市--中外都市文化建设与发展之比较研究 刘旭光 上海师范大学 12JJD750010

133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世界大都市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裔昭印 上海师范大学 12JJD750017

134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 韩志斌 上海外国语大学 12JJD810009

135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北非变局对环地中海国际关系的影响研究 刘云 浙江师范大学 12JJD810015

136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藏传佛教的社会构成及其发展态势 陈昌文 四川大学 12JJD730001

137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道教史》修订工程 卿希泰 四川大学 12JJD730003

138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禅宗灯录文献语言研究 谭伟 四川大学 12JJD750013

139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中国西南佛教文献研究 张勇 四川大学 12JJD750022

140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昌都卡若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及综合研究 水涛 南京大学 12JJD78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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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民国时期的康藏边政：康藏纠纷与西康建省研究 王川 四川大学 12JJD780006

142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研究 文富德 四川大学 12JJD810021

143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研究 杨文武 四川大学 12JJD810024

144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城镇化生态伦理研究 陆树程 苏州大学 12JJD840008

145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城镇化进程中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章志远 苏州大学 12JJD840014

146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研制 梁宝勇 天津师范大学 12JJD190003

147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人际互动对国民心理健康素质的影响机制 王益文 天津师范大学 12JJD190004

148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上博楚竹书儒道哲学文献研究 丁四新 武汉大学 12JJD750003

149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古代类书的文化历程 司马朝军 武汉大学 12JJD750012

150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陈志刚 武汉大学 12JJD790002

151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 钟水映 武汉大学 12JJD790046

152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全球安全基本法律问题研究 黄德明 武汉大学 12JJD820004

153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数字信息资源的质量控制与管理研究 马费成 武汉大学 12JJD820008

154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环境法中的权利类型研究 汪劲 北京大学 12JJD8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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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iSchool运动发展趋势及对国内外信息领域的影
响

肖希明 武汉大学 12JJD820013

156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21世纪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与中国的改革与对应 曾令良 武汉大学 12JJD820017

157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研究 李运华 武汉大学 12JJD840006

158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社会保障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林毓铭 武汉大学 12JJD840007

159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理
论与实践研究

冉华 武汉大学 12JJD860006

160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新媒体事件研究 石义彬 武汉大学 12JJD860007

161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西部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经济协调发展路
径研究

李树民、王建新 西北大学 12JJD790018

162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
中心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研究 郑名 西北师范大学 12JJD880018

163 西藏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西藏传统杂技艺术研究 丁玲辉 西藏大学 12JJD780001

164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网络舆论、市场效应与金融稳定机制创新 聂富强 西南财经大学 12JJD790026

165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中国证券市场驱动力研究：经济周期、货币周期
、监管周期与股市周期相互关系的多维视角研究

赵静梅 西南财经大学 12JJD790044

166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
心

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陈恩伦 西南大学 12JJD880001

167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
心

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职业教育支撑系统研究 吴军、蒋立松 西南大学 12JJD880015

168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变化与经济可持续增长 陈贵富 厦门大学 12JJD7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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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集团管控的管理会计报告体系设计理论研究 傅元略 厦门大学 12JJD790011

170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技术进步与
中国经济增长效率

彭水军 厦门大学 12JJD790027

171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会计信息定价功能研究——准则国际趋同视角 曲晓辉 厦门大学 12JJD790030

172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近代以来台湾社会转型研究 陈小冲 厦门大学 12JJD810002

173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研究 李鹏 厦门大学 12JJD810011

174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全球化下东南亚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研究 沈红芳 厦门大学 12JJD810017

175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东南亚华商实力研究——以华商资产估算为重点 庄国土 厦门大学 12JJD810026

176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建设与高等教育
改革问题研究

林金辉 厦门大学 12JJD880006

177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 张亚群 厦门大学 12JJD880017

178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蒙古族非物质文化研究--民间文艺、工艺技
能的保护传承与开发

策•巴图 新疆大学 12JJD850001

179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跨国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周亚成 新疆大学 12JJD850005

180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灾害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李永祥 云南大学 12JJD850003

181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今训汇纂（两汉卷） 高列过 浙江大学 12JJD740003

182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金训汇纂（明清卷） 周志锋 浙江大学 12JJD740014



序号 所在高校 重点研究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位
课题批准号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一览表

183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

贫困地区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跟踪评价与支持体
系研究

程恩江 浙江大学 12JJD790004

184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发展战略、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理论与实
证

方红生 浙江大学 12JJD790009

185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
中心

加速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张冬平 浙江大学 12JJD790040

186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低碳经济与民营企业战略转型研究 张自斌 浙江大学 12JJD790043

187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创新与融合：中国地方电视传播新格局研究 高晓虹 中国传媒大学 12JJD860002

188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基于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的中国国际传播力建设研
究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 12JJD860003

189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现状与保护机制创新研究 曲金良 中国海洋大学 12JJD820009

190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

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黄继锋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10003

191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

传统文化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王易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10008

192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古希腊罗马政治伦理研究 白彤东 复旦大学 12JJD720001

193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中国近代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宋志明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20007

194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国际政教关系比较研究 张践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30004

195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 陈桦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70002

196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季新设中央机构研究（1901-1911） 迟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70005



序号 所在高校 重点研究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

位
课题批准号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立项一览表

197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政府统计数据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傅德印 兰州商学院 12JJD790010

198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稳增长背景下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财政与货币
政策组合研究

郭杰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90012

199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国际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 雷达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90016

200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随机效应模型及其在非寿险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孟生旺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90025

201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波动与财政货币政策研究 张成思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90039

202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扩大内需的财税政策研究 朱青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790051

203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合作与冲突：2000年以来俄罗斯与欧盟关系 陈新明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10003

204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全球化背景下中欧关系的发展态势与挑战 房乐宪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10006

205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刑法中的责任原则 冯军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20002

206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死刑制度的宪法控制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20003

207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强制执行法体系研究 肖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20012

208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侵权责任法的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杨震 黑龙江大学 12JJD820015

209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住房与人口变化研究 陈卫民 南开大学 12JJD840002

210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发展的社会学研究 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4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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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石人炳 华中科技大学 12JJD840011

21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及理论与方法创新研究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40015

213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研究 彭兰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60005

214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新闻本体史研究 王润泽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60008

215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法律与秩序——清代群体性事件研究 林乾 中国政法大学 12JJD820005

216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与实践——以刑诉法修订为
视角

刘玫 中国政法大学 12JJD820007

217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研究 王娣 中国政法大学 12JJD820011

218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中国法系与中华文化——以明清法律学术为中心 张明新 徐州师范大学 12JJD820018

219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质押的现实和困境研究 刘春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2JJD820006

220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
化研究所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启蒙与社会意识
转型

曹天忠 中山大学 12JJD710001

221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
化研究所

《资本论》哲学前提的修辞学研究 马天俊 中山大学 12JJD710006

222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跨文化交流的形式化研究 李小五 中山大学 12JJD720005

223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广义非形式逻辑研究 梁庆寅 中山大学 12JJD720006

224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南中国海族群互动与南岭民族走廊 麻国庆 中山大学 12JJD77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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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地方民事习惯与明清国家的法秩序 张小也 中山大学 12JJD77002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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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 王霄冰 中山大学 12JJD780007

227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权及终审权问题研究 郭天武 中山大学 12JJD810008

228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澳门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研究 刘祖云 中山大学 12JJD810016

229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公民参与和中国民主行政模式的建构 郭小聪 中山大学 12JJD840004

230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中国预算改革评估 马骏 中山大学 12JJD840010

231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我国城乡养老保障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实证应
用研究

褚福灵 中央财经大学 12JJD790006

232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寿险公司内含价值研究 李冰清 中央财经大学 12JJD790017

233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百年共和的经验和启示：少数民族和民族宗教对
现代中国建立、建设和治理的贡献和潜力研究

贺金瑞 中央民族大学 12JJD850002

234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和原住民权益博弈与公平机制
研究

彭谦 中央民族大学 12JJD850004

235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 中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之西安鼓乐研究 夏滟洲 西安音乐学院 12JJD760001

236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
戏-乐音声：从戏曲音乐到器乐乐种的演变过程
看海峡两岸传统音乐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张伯瑜 中央音乐学院 12JJD76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