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批准号 所在学校 项目负责人 项目名称 立项类别 学科分类

1 12JHQ001 广西大学 唐文琳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研究 重大 经济学

2 12JHQ00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红
具体人格权的展开——概念形成、规范建构与
实务运作

重点 法学

3 12JHQ00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温宏建 伦理与企业：企业伦理探源 重点 管理学

4 12JHQ004 临沂大学 韩延明 大学文化与育人之道 重点 教育学

5 12JHQ005 华南农业大学 谭砚文 加入WTO十年中国棉花生产发展研究 重点 经济学

6 12JHQ006 黑龙江大学 胡凡 明代九边形成及演变研究 重点 历史学

7 12JHQ007 西北师范大学 刘再聪 敦煌算学文献研究 重点 历史学

8 12JHQ008 南开大学 孙克强 清代词学家研究 重点 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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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2JHQ009 中央音乐学院 钱茸 唱词音声说 重点 艺术学

10 12JHQ010 中国人民大学 王贵元 新编金文编 重点 语言学

11 12JHQ011 西南政法大学 郑兴凤 柏拉图《克力同》章句译疏 重点 哲学

12 12JHQ012 西藏大学 美郎宗贞
近代西藏对南亚开关通商财政与城镇和区域特
殊性市场研究（1893年—1962年）

重点 民族学

13 12JHQ013 华中师范大学 贺东航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成长：来自地方的尝试
性解答

重点 政治学

14 12JHQ014 湖南大学 郑鹏程 促进高等教育竞争法律制度研究 一般 法学

15 12JHQ015 西南政法大学 黄忠 地票交易制度研究 一般 法学

16 12JHQ016 中国政法大学 栗峥 转型乡村的纠纷解决 一般 法学

17 12JHQ017 北京大学 叶静漪 日本劳动法研究 一般 法学

18 12JHQ018 大连海事大学 曲波 历史性权利的法律问题研究 一般 法学



19 12JHQ019 赣南师范学院 毛赣鸣 图书馆核心价值阐释 一般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20 12JHQ02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郝勇 养老金替代率适度水平的确定研究 一般 管理学

21 12JHQ021 东华大学 姚卫新 面向供应链极端风险的压力测试方法研究 一般 管理学

22 12JHQ022 九江学院 吴国富 重修白鹿洞书院志 一般 教育学

23 12JHQ023 深圳大学 王晓钧 情绪智力——中国理论发展及应用研究 一般 教育学

24 12JHQ024 上海师范大学 王荣生
语文课程内容的合理性研究——散文为主导文
类的困境与突围

一般 教育学

25 12JHQ025 暨南大学 孟宪璋 罗夏测验综合系统：基本原理和解释原则 一般 心理学

26 12JHQ026 暨南大学 赵永亮
边界效应与中国区域一体化--新经济地理的前
沿理论

一般 经济学

27 12JHQ027 中央财经大学 陈斌开
从机会均等到结果平等：中国收入分配现状和
出路

一般 经济学

28 12JHQ028 北京工商大学 张正平 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结构优化研究 一般 经济学



29 12JHQ029 东北财经大学 陈菁泉 开放经济下中国通货膨胀研究 一般 经济学

30 12JHQ030 复旦大学 陆前进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转型及理论研究 一般 经济学

31 12JHQ031 电子科技大学 赵洪江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结构调整及业绩评价体系
研究-以成都为例

一般 经济学

32 12JHQ032 北京师范大学 曲如晓 公平贸易的公平性及福利效应研究 一般 经济学

33 12JHQ033 东北师范大学 苗威 乐浪研究 一般 历史学

34 12JHQ034 暨南大学 赵利峰 晚清闱姓问题研究 一般 历史学

35 12JHQ035 西南财经大学 潘斌 皮锡瑞学术研究 一般 历史学

36 12JHQ036 河北师范大学 戴建兵 中国环境史研究 一般 历史学

37 12JHQ037 湖南师范大学 赵树勤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一般 中国文学

38 12JHQ038 南京师范大学 王锷 《礼记要义》整理与研究 一般 中国文学



39 12JHQ039 中国政法大学 崔蕴华 说唱、唱本与书坊：北京民间说唱文学综论 一般 中国文学

40 12JHQ040 贵阳学院 贺忠 《王建<宫词>笺证》 一般 中国文学

41 12JHQ041 西南大学 张传敏 七月派文献整理研究 一般 中国文学

42 12JHQ04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邵凌 历史·当下--J.M.库切作品与后现代文化景观 一般 外国文学

43 12JHQ043 华中师范大学 张强 都市对乡村的回眸：舍伍德·安德森研究 一般 外国文学

44 12JHQ044 西安美术学院 沈琍 南朝陵墓雕刻造型风格研究 一般 艺术学

45 12JHQ045 扬州大学 钱宗武 今古文《尚书》与清华简副词比较研究 一般 语言学

46 12JHQ046 清华大学 柏晓静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语言知识库研究 一般 语言学

47 12JHQ047 长沙理工大学 余乃忠 现代性问题研究 一般 哲学

48 12JHQ048 大连理工大学 夏国军 美国整体主义认识论研究 一般 哲学



49 12JHQ049 北京协和医学院 张新庆 人类基因治疗的伦理审视 一般 哲学

50 12JHQ050 复旦大学 杨泽波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研究 一般 哲学

51 12JHQ051 上海交通大学 李侠 心理内容表征与语义加载问题研究 一般 哲学

52 12JHQ052 武汉大学 黄建军 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般
马克思主义理
论/思想政治教

育

53 12JHQ053 北京大学 郑晓瑛 中国健康转变和健康发展模式研究 一般 社会学

54 12JHQ054 中央民族大学 谢路军 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 一般 宗教学

55 12JHQ055 中央民族大学 林继富
汉藏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基于民间故事
的比较视角

一般 民族学

56 12JHQ056 西北师范大学 刘涛
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典型案例库建设研
究

一般
新闻学与传播

学

57 12JHQ057 电子科技大学 谢梅 政府与媒体关系研究 一般
新闻学与传播

学

58 12JHQ058 中山大学 牛美丽 中国预算改革的政治：权力与理性的角逐 一般 政治学



59 12JHQ059 华东师范大学 吴冠军 陷于施米特与罗尔斯间的政治之域 一般 政治学

60 12JHQ060 河北师范大学 张继良 立宪主义与近代中国变革 一般 政治学

61 12JHQ061 河北师范大学 王军 伊恩·夏皮罗《民主理论的现状》翻译 一般 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