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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
转型期农村工业污染治理困境与出路——以安
徽省X村化工园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40035 汪国华 8 0.8

安徽财经大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制衔
接研究——基于医疗服务需方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52 秦立建 7 0.7

安徽财经大学 基于农产品价值链的我国农业融资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208 张庆亮 9 0.9

安徽财经大学 消费主义及其在中国传播的价值观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68 魏红霞 7 0.7

安徽财经大学 消费者生成广告及其对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207 王平 7 0.7

安徽大学 “漂隔型”农民工发展取向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40040 熊凤水 8 0.8

安徽工程大学 明代王学与天主教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16 刘聪 7 0.7

安徽工业大学 基于创新网络的企业自主品牌培育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119 齐昕 8 0.8

安徽工业大学 廉租房柔性退出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05 常志朋 7 0.7

安徽工业大学
基于灰技术的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复杂系统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34 崔立志 7 0.7

安徽科技学院 明皇陵石刻艺术与价值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124 郑艺鸿 6.78 0.68

安徽农业大学 创业氛围的作用机理与演化路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56 吴义刚 9 0.9

安徽师范大学 影响篇章时间推进的多因素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084 饶宏泉 7 0.7

安庆师范学院
城市交通管理中不确定信息处理及知识获取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95 汪凌 7 0.7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区域创新视角下高职教育集约化发展研究——
基于皖、鄂、苏三省的实证调查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20 吴一鸣 7 0.7

白城师范学院 德育主体理论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建构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10071 于光 7 0.7

北方工业大学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框架下流域初始水权分
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195 吴丹 8 0.8

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的低碳经济贡献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222 王志亮 7 0.7

北华大学
隋唐京兆文学家族及文学研究——以韦氏、杜
氏为中心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58 孟祥娟 7 0.7

北京大学
利用教育游戏培养学生创造力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80061 尚俊杰 10 1

北京大学
国家在城市基层社会中的权力实现与话语传播
——基于北京市某居委会运作的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93 王迪 7 0.7

北京大学
金融化和投机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基于行为金
融学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73 黄卓 7 0.7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结项拨款情况
（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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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可再生能源产业融资风险管理与政策支持体系
构建——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56 李虹 9 0.9

北京大学 基于语篇与语体的连词主观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45 张文贤 7 0.7

北京大学
我国大学生性观念现状研究——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47 刘新芝 9 0.9

北京大学 区域教学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的效能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17 吴筱萌 9 0.9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基于价值链的风险溢出与投资转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79 尹美群 9 0.9

北京工商大学 CFO权力的测度、决定因素与经济后果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32 王斌 9 0.9

北京工商大学
中国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83 谭娟 7 0.7

北京工商大学 上市公司股利变更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94 童盼 7 0.7

北京工商大学
集团董事会治理与财务公司（结算中心）风险
控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86 袁琳 9 0.9

北京工商大学
政治关联、企业绩效与权益资本成本——基于
中国民营企业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308 赵峰 7 0.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灾难性损害补偿制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20180 周学峰 5 0.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近代音乐文化编年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60037 李静 7 0.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面向丝绸等各向异性材质的真实感建模技术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64 胡勇 7 0.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学学术网络影响力评价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038 樊文强 7 0.7

北京交通大学
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复兴中的杜威实用社会知识
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20022 刘宽红 7 0.7

北京科技大学 社会变迁与共和国同龄人的生命历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01 边静 5 0.5

北京科技大学
《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农村婚姻家庭的影
响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078 王竹青 9 0.9

北京林业大学 居民居住区位选择自由与城市居住空间结构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120 康琪雪 5 0.5

北京林业大学
面向低碳管理的工业生产“碳足迹”评价研究
――以林业产品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159 王震 9 0.9

北京农学院 马克思《资本论》的剥削观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10047 牛变秀 6 0.6

北京农学院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农超对接”中农产品生产
者与超市合作行为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182 杨为民 8 0.8

北京师范大学
我国中小学国际教育与合作中的文化安全问题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06 王熙 7 0.7

北京师范大学 学前儿童入学准备的保护性与危险性因素评估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44 李晓巍 7 0.7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投资机会与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68 郑磊 7 0.7

2



依托高校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

人

批准经
费（万

元）

结项拨
款（万

元）

北京师范大学 入世十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得失及对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116 张燕 7 0.7

北京师范大学
从知识分享到知识协同建构——区域教师网络
协同备课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07 陈玲 7 0.7

北京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中的日语教育基础研究-关于国内日
语学习者外语学习观的调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42 冷丽敏 9 0.9

北京师范大学
运动干预对青少年身体姿势健康促进的模式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37 纪仲秋 9 0.9

北京师范大学 中小学体重控制课程的开发及实施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156 张靓 7 0.7

北京物资学院
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利
益选择与监管制衡关系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25 王可山 9 0.9

北京物资学院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质量安全蔬菜供给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068 洪岚 9 0.9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面向个性化情报检索的隐私泄露与保护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70011 康海燕 7 0.7

北京印刷学院
团队成员跨边界学习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团队创
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多层次视角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311 赵慧群 7 0.7

北京邮电大学 当代中国网络音乐的多视角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19 侯琳琦 7.5 0.75

北京语言大学
基于语料库英汉指令言语行为对比与语力翻译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030 管兴忠 7 0.7

渤海大学 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类型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51060 杨允 10 1

长安大学
中国建筑业服务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红利释
放：理论解释及仿真模拟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150 张静晓 10 1

长安大学 大众传媒话语实践的公共性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78 苏蕾 9 0.9

长安大学 转型时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26 杜智民 7 0.7

长春工业大学
中国影像的转变——海外中国政治研究范式的
批判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10040 曾水英 7 0.7

长江大学 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111 姜学勤 7 0.7

长江师范学院
媒体融合背景下提升党报“三农”报道传播力
对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60039 冉明仙 7 0.7

长沙理工大学 技术与性别：女性主义技术哲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49 易显飞 7 0.7

长沙理工大学 《经典释文》引音的音义匹配和六朝音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40101 岳利民 9 0.9

长沙学院 非选举政治下的决策问责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10014 梁耀东 7 0.7

常熟理工学院 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与新世纪文化建设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33 季小兵 7 0.7

常熟理工学院 徽州地区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02 王健 7 0.7

常州大学
词汇呈现方式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词汇记忆效果
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40100 王新朋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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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大学
转型经济情境下新创企业联盟网络形成、演化
及绩效影响机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118 彭伟 8 0.8

大理学院 茶马古道：迪庆藏族大理朝圣的调查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70028 李学龙 9 0.9

大连大学 教师知识分享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65 周成海 7 0.7

大连大学 "对话"语境中的钱钟书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11 陈颖 7 0.7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视域下我国老龄消费市场
开发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66 杨宏 9 0.9

大连海事大学 近代中日汉字词词源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40020 樊慧颖 9 0.9

大连海事大学 基于区域创新网络的企业知识创新系统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38 马鹤丹 7 0.7

大连海事大学
碳壁垒对我国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
研究——以制造业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52 黄庆波 9 0.9

大连海事大学
居家养老保障中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模式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40012 祁峰 9 0.9

大连理工大学 当代中国技术责任伦理的作用途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45 杨慧民 7 0.7

大连理工大学
全球创新网络嵌入驱动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成
长研究：知识内化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60 洪勇 7 0.7

大连外国语大学 认知语用文体学的理论构建与实践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01 刘风光 7 0.7

大连外国语大学
基于多层面特征分析的在线信息作者身份识别
方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31 祁瑞华 7 0.7

德州学院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运河沿岸城市科学发展研
究——以德州市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50027 梁国楹 6 0.6

德州学院 政治文化视野中的英国17世纪初议会斗争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33 刘淑青 9 0.9

东北财经大学
碳排放约束下我国省域能源效率、节能减排潜
力及路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90023 范丹 8 0.8

东北财经大学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利益博弈及对策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029 费威 8 0.8

东北财经大学 公务员内部行为规范中的责任机制建构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62 刘福元 7 0.7

东北财经大学
动态效率视角下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研究与政
策效应模拟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08 李雪增 7 0.7

东北大学 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利益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10024 王颖 7 0.7

东北林业大学 非公有制林业管理法律制度体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02 包玉华 9 0.9

东北林业大学
金融危机后国际林产品贸易壁垒新趋势及中国
林业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48 吴国春 9 0.9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地区城市群的分化与组合：过程、格局与
动力机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305 赵映慧 7 0.7

东北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财政供给机制与政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100 于冬青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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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 国家建构与两汉文学格局的形成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05 曹胜高 7 0.7

东北师范大学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社会思潮
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34 李亚员 7 0.7

东华大学 中国民俗教育理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47 柯玲 9 0.9

东南大学
基于IAD框架的保障性住房多中心协同供应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90067 李德智 8 0.8

东南大学
本科工程教育课程改革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工
程哲学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010 崔军 8 0.8

东南大学
动态系统理论对CAF三维互动模式的阐释及其
在二语习得中的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40056 王涛 10 1

东南大学 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30004 梁卫霞 7 0.7

东南大学 马克思的承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04 陈良斌 7 0.7

东南大学 价值观的先验结构及其生成的内在程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20023 孙志海 9 0.9

东南大学 艺术策划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43 倪进 9 0.9

东南大学 影响消费者感知与决策的设计信息要素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34 王海燕 9 0.9

东莞理工学院 基于粒子群优化的群动态决策模型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095 刘群锋 8 0.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周期性
悖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90217 赵旭杰 8 0.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共领导力与执行力建设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630067 彭向刚 10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出版企业的文化责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60015 刘军 10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我国出版企业的专业化与多元化经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60005 顾永才 10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基于关系网络与组织学习视角的我国软件与信
息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提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06 曹淑艳 9 0.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不完全信息、激励契约与中国资产管理业组织
形式演进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215 肖欣荣 7 0.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公司交叉持股法律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56 李晓春 7 0.7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慈善法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25 王雪琴 7 0.7

福建工程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环境集成管理与自评价体系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15 陈群 9 0.9

福建农林大学
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协同发展下农村土地管理
制度优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ZH140 郑兴明 8 0.8

福建农林大学 基于昆虫文化的科学人文化教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60 李芳 9 0.9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
学校

基于心理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新生代
产业工人成才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47 吴贵明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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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基于网络社区挖掘的舆情智能监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074 黄发良 7 0.7

福建师范大学 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的儒家素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01 巴晓津 7 0.7

福建师范大学
海峡两岸城市养老机构能力建设效能评价与合
作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44 吴宏洛 9 0.9

福建师范大学 在线交叉社交网络中链接关联的传播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60028 肖如良 9 0.9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家族教育的历史传承---以闽北地区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80089 胥文玲 10 1

福州大学
“洛杉矶模式”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城乡一体化
发展的启示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72 谢菲 7 0.7

福州大学
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绩效评价、空间
关联模式与溢出效应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30 丁刚 7 0.7

复旦大学
基于DEA的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效率评价与
改进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00 李程跃 7 0.7

复旦大学
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系统的形成及其运作体
系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58 许金生 9 0.9

复旦大学 俄国共济会与近代俄国政治变迁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92 赵世锋 7 0.7

甘肃政法学院 敦煌吐蕃文契约文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16 侯文昌 7 0.7

赣南师范学院
基于自然资源开采利用中的农村环境冲突发生
机理与环境正义实现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ZH107 熊小青 10 1

赣南师范学院 当代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与超越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21 胡梅花 7 0.7

赣南师范学院 清人所编清代散文选本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90 武海军 7 0.7

赣南师范学院 亲属立法的伦理限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04 曹贤信 7 0.7

广东财经大学
2008SNA与1993SNA的比较研究----基于我国国
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910002 林洪 9 0.9

广东财经大学
基于“竞合”联盟视角的两岸四地跨区域旅游
业协同发展研究——以会展旅游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24 吴开军 7 0.7

广东财经大学
新时期我国社会企业运作模式研究：基于智力
资本管理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13 万希 9 0.9

广东财经大学 我国高龄失能老人长期护理需求与筹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64 彭荣 7 0.7

广东工业大学
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关联效
应、空间定位及协调度建模与仿真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51 李松庆 10 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以粤浙鄂渝4村为个案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10004 侯保疆 9 0.9

广东金融学院
行为公司治理与企业R&D投资：基于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42 文芳 9 0.9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我国企业知识管理实施现状调查及深化机制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68 林昭文 9 0.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方言学视角下的汉语词语语法化现象研究——
以汉语“着”类词研究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09 王媛媛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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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政策干预下引入预期因素和消费者行为的汇率
变动与贸易不平衡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79 梁立俊 9 0.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预制语块心理理据研究及其认知习得模型
构建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48 李茜 7 0.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法律语篇信息组块的比较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008 陈金诗 7 0.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地方政治资本对经济增长和官员治理的影响及
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41 许陈生 7 0.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文化消费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研究
（1992-2011）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65 申霞艳 7 0.7

广西财经学院
开发性金融视角的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
台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08 刘金林 7 0.7

广西财经学院 大学学术权力运行风险及其防范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24 谢凌凌 7 0.7

广西大学 胡塞尔的科学构造现象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20011 雷德鹏 8.5 0.85

广西大学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整体性治理研究——以广
西和云南五县（市）为样本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10039 曾凡军 7 0.7

广西民族大学 语境理论视域下的缅甸本部民间口头文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752001 寸雪涛 7 0.7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自然保护区内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基于生态保护、林权与民族文化相嵌合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50014 龙耀 6.5 0.7

广西师范大学 西部农村地区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强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36 胡辉 7 0.7

广西艺术学院 壮族设计艺术史及其文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60055 柒万里 9 0.9

广西艺术学院 瑶族民间神像绘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50005 黄建福 7 0.7

广州大学 教师不良日常评价行为的转化及其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150 叶平枝 9 0.9

广州大学
21世纪国外中小学数学课程最新发展的比较研
究——以美、英、澳、新加坡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74 廖运章 9 0.9

广州大学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利益整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40 杨晓霞 7 0.7

广州大学
基于契约链视角的现代农业组织结构与治理机
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188 叶祥松 9 0.9

广州大学
改变语言改变认知吗？-语言表征对认知心理
水平的模式识别与干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106 徐芃 8 0.8

广州大学 基于道德本性的道德教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10034 罗明星 9 0.9

广州大学 城市成长管理中政府工具的选择与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21 王枫云 9 0.9

广州大学 类型学视野的现代汉语小句整合现象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26 郭杰 7 0.7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范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49 孟凤英 9 0.9

广州大学 基于资产证券化的供应链金融创新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13 段伟常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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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 珠三角物流企业空间集聚特征及配送模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16 陈颖彪 9 0.9

广州大学 中国古代精神心理学思想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190004 郭斯萍 9 0.9

广州大学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劳动权及其侵权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48 黄芳 9 0.9

贵阳学院 王阳明美学思想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C720001 陆永胜 7 0.7

贵州财经大学 西北屯戍汉简名物词语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81 聂丹 7 0.7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西部民族生态博物馆三维虚拟展示设计研
究——以广西三江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60050 罗兴华 9 0.9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规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10049 邱启照 9 0.9

桂林理工大学
西南民族地区大学生失业群体就业危机及干预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14 耿俊茂 7 0.7

哈尔滨工业大学 微博社区的网络信息传播机理及仿真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158 王博 8 0.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国际化背景下我国管理学研究思维方式和方法
的探讨-从国际期刊论文编辑及审稿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130 谢筱玲 9 0.9

哈尔滨商业大学
基于城镇化视角下的东北三省城乡商品流通交
易平台的构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123 魏静 10 1

哈尔滨商业大学
城镇职工劳动就业、工资收入与养老保险协调
发展仿真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90 王巍 7 0.7

哈尔滨商业大学 我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的功能回归与模式创新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69 景宏军 7 0.7

哈尔滨商业大学 中国产业外向度评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203 项义军 7 0.7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中移民文化现象的影响研
究——以上海、哈尔滨二城市为中心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87 王艳莉 7 0.7

海南大学 敦煌本《大智度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30006 刘显 7 0.7

海南大学 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法律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111 张丽娜 9 0.9

海南大学
工资结构影响员工非任务绩效的机制及其调整
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47 付景涛 7 0.7

海南大学
我国民法典中私权一体化与三元结构的立法设
计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36 李建华 9 0.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具有同时集送货需求车辆路径问题的随机模型
构建与优化算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30 柳毅 7 0.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两型社会视角下我国环境税体系重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326 燕洪国 7 0.7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民营企业集团跨国并购融资创新及其风险
控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72 江乾坤 7 0.7

杭州师范大学
“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和我国跨越路径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07 陈彩娟 9 0.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兼职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80031 贾文胜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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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 城市景观的文化价值与地域特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07 陈刚 9 0.9

合肥工业大学 中央企业在全球创新竞赛中的风险管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67 徐晟 9 0.9

河北北方学院
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提要汇编：
1998-2010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105 叶会昌 6.93 0.692

河北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出版“走出去”问题及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60022 刘燕飞 8 0.8

河北大学
第三方治理：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非政府组
织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38 杨凤英 6 0.6

河北大学 中国口述科技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31 李涛 7 0.7

河北金融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07 丁立磊 7 0.7

河北经贸大学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改革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096 蔺丰奇 6 0.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中职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及保障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32 闫志利 9 0.9

河北师范大学 北洋政治文化生态与新文学的空间场域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51060 王永祥 8 0.8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70001 毕连芳 9 0.9

河海大学 中国乡土电影史论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07 陈家洋 7 0.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企业成长与产业集群升级协同进化机制研究--
--以中部地区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35 王慧 9 0.9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理机制、税收负担与公司劳动雇佣：内在机
理与实证检验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245 谢香兵 7 0.7

河南大学 中国宪法变迁与中央政府变革：历史与未来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09 陈胜强 7 0.7

河南工程学院 基于新疆考古发现的元代以前西域棉纺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ZH004 曹秋玲 9 0.9

河南工业大学 大学生弱势群体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24 蒋笃君 7 0.7

河南科技大学 价值观视域下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10006 范迎春 8 0.8

河南科技大学 20世纪上半叶金文古史研究综论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15 侯书勇 7 0.7

河南理工大学
要素稀缺视域下农业防灾减灾投入产出效率及
结构优化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106 刘涛 8 0.8

河南理工大学
基于时间地理学的农村生活用水行为及管理研
究—以渭河干流典型农村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58 佟艳 6.4 0.64

河南农业大学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024 刘翠玉 7 0.7

河南师范大学 西方文明中的犹太因素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70028 饶本忠 10 1

河南师范大学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选择、实现路
径与动态评价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47 乔俊峰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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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学院 河西走廊“西游”文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XJA751006 朱瑜章 8 0.8

黑龙江大学 社会现代化视阈下苏联时期俄罗斯城市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67 于小琴 7 0.7

黑龙江大学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多维度诠释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60 刘柏威 7 0.7

衡水学院
德性文明的发端与分野：先秦和古希腊道德哲
学比较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20034 曾小五 9 0.9

衡阳师范学院
嵌入性、战略定位与成长后果——以新创战略
性新兴智能物流价值网企业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04 卜华白 9 0.9

衡阳师范学院 粮食安全监管制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268 曾志华 7 0.7

衡阳师范学院
旅游风景区旅游交通系统碳足迹的测度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以南岳衡山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39 窦银娣 7 0.7

衡阳师范学院
基于GIS的湖南省古村落景观基因空间格局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073 胡最 7 0.7

湖北大学 创业者心理抗逆力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168 罗东霞 7 0.7

湖北大学 十六至十九世纪银、钱流通地位的演变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83 张宁 7 0.7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江淮官话与西南官话毗连带方言语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73 盛银花 9 0.9

湖北经济学院
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基于协
调发展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18 刘望辉 6 0.6

湖北经济学院
基于Hedonic价格模型的安全农产品价格形成
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29 戴化勇 5.5 0.6

湖北经济学院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50 李新 9 0.9

湖北经济学院
基于反贫困视角的水库移民创业理论与实证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025 陈昀 7 0.7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形成机制与发展制度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80099 张洪春 8 0.8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英汉词汇形-名搭配对比的语料库考察及多视
角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123 钟珊辉 5 0.5

湖南大学
社会道德秩序的三种模式研究：福柯、哈贝马
斯与霍耐特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025 刘光斌 7 0.7

湖南大学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
展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103 向志强 8 0.8

湖南工程学院 民间造物观念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启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81 王兴业 7 0.7

湖南工业大学 课堂语言学习中的社会行为特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92 王晓燕 9 0.9

湖南警察学院 虚拟社会治安防控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121 周定平 9 0.9

湖南科技大学
东盟引资竞争对我国沿海产业转移的动态影响
机制与应对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90224 周华蓉 8 0.8

湖南科技大学
区域碳减排差异化目标下沿海产业转移机制与
政策设计：基于多区域环境CGE模型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187 肖雁飞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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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低碳背景下基于价值流分析的环境管理会计创
新研究--以火力发电企业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35 罗喜英 7 0.7

湖南科技大学 沅水流域古镇形态及其文化特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74 周红 7 0.7

湖南科技大学 现代汉语维度形容词语义及其计算机识别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113 伍莹 7 0.7

湖南科技学院
新媒体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
研究——以湖南侗族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83 龙运荣 9 0.9

湖南科技学院
转型变革背景下企业员工建言行为的模式选择
、产生机制及其与变革效能的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22 邓今朝 9 0.9

湖南理工学院 《齐民要术》双音词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40029 李小平 10 1

湖南理工学院
文学的地域观照——以明末清初越中文学为中
心的考察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51033 李灿朝 8 0.8

湖南理工学院 数字化时代中国艺术设计产业链的重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206 郑斌 9 0.9

湖南农业大学
基于信息经济视角的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
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05 刘辉 7 0.7

湖南农业大学
“两型”社会视角下长株潭地区产业集群发展
的金融支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65 胡梅梅 7 0.7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法律经济学视野下的藏族“赔命价”习惯法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130 游志能 7 0.7

湖南商学院
环境管制下FDI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我国
中东西地区的比较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99 吕雄鹰 9 0.9

湖南商学院 江永女书实地调查与数字化保存传播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43 骆晓戈 5 0.5

湖南商学院
基于在线小波支持向量机的金融高频波动率建
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83 汤凌冰 9 0.9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民间美术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60006 陈剑 8 0.8

湖南师范大学
论科技创新市场的国家干预法律机制——基于
克服市场失灵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20055 阳东辉 10 1

湖南师范大学 历时状态下汉语副词的主观性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40048 唐贤清 10 1

湖南师范大学 地方人大与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87 肖巧平 9 0.9

湖南师范大学
农村土地整理绩效：定量评价、影响机理及其
改善策略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34 罗文斌 7 0.7

湖南师范大学 农村中小银行实现双重绩效最大化的路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27 范香梅 9 0.9

湖南师范大学 经济新闻传播效果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60027 肖鲁仁 9 0.9

湖南文理学院
生态承载力调控下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和环
境响应机制及预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66 熊建新 9 0.9

湖南文理学院 区域生态型城市化研究－以环洞庭湖区域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46 王亚力 9 0.9

湖南文理学院
农民发展权保障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以湘
西北农村为个案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014 丁德昌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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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专业发展背景下课程创生机制的建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98 沈建民 9 0.9

湖州师范学院
民国时期（1912-1949）的公文改革与行政效
率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19 李章程 7 0.7

湖州师范学院 清代民间宗教治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105 周向阳 9 0.9

华北电力大学
农产品物流供应链动态博弈优化模型与风险控
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86 李晓宇 7 0.7

华北科技学院
外大陆架划界与岩礁问题研究——以冲之鸟礁
为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41 卢芳华 7 0.7

华东交通大学 近代中国报刊媒体世界的女性身体建构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22 李从娜 7 0.7

华东交通大学
政府、基金管理人与创业企业家——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的政府规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75 余得生 9 0.9

华东交通大学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可持续成长途径研究--基
于智力资本与创新战略结合新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97 李建良 7 0.7

华东交通大学
融合跨媒体检索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推送
服务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70012 李广丽 7 0.7

华东交通大学 中国高铁客运流量机制分析与建模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60 万涛 7 0.7

华东理工大学 基于产业链的太阳能发电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68 孔令丞 9 0.9

华东理工大学
权力与身体：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体规训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72 赵方杜 7 0.7

华东师范大学 儿童早期数学学习困难的诊断与干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130 周欣 9 0.9

华东政法大学 主权债务争端解决：域外经验与中国的对策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20028 郭华春 8 0.8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土地信托法律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20099 于霄 8 0.8

华东政法大学
当代中国的阶级与法治发展——纠纷解决的视
角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20006 程金华 9 0.9

华东政法大学 我国刑事扣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62 张栋 7 0.7

华东政法大学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中价值冲突及裁判平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39 李翔 9 0.9

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之完善——以吸取美国
证券监管失败的教训为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20071 罗培新 5 0.5

华东政法大学 中世纪英格兰中书法庭司法转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20055 冷霞 5 0.5

华东政法大学 民间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模式与政策干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40066 童潇 7 0.7

华南理工大学
产学研合作对高校学术团队核心能力演化的作
用机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075 马卫华 9 0.9

华南理工大学
现代信息服务业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基
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172 吴应良 9 0.9

华南理工大学
基于RS和GIS的区域社会经济统计指标的精细
空间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060 高克昌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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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转型时期“两新”组织党建创新研究——基于
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调研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10089 祝全永 7 0.7

华南理工大学 多维文化关系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学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39 刘起林 9 0.9

华南理工大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耦合培养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60 张建功 7 0.7

华南理工大学
企业家心理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理论模型
与纵向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36 王雁飞 9 0.9

华南师范大学
面向大学生数字化学习能力发展的网络开放课
程研究与实践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72 马秀芳 4 0.4

华南师范大学 混合学习系统的知识流向与动态共享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105 詹泽慧 8 0.8

华南师范大学 美国当代作家诺曼·梅勒作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2008 谷红丽 9 0.9

华南师范大学
都市感知与乡土性——以重庆“棒棒”群体为
例的城市融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42 秦洁 7 0.7

华南师范大学 现代中国音乐思潮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60016 冯长春 9 0.9

华南师范大学 唐宋时期各体韵文之间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105 张巍 7 0.7

华侨大学 公共部门激励扭曲测评理论与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241 周碧华 8 0.8

华侨大学 口述自传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80 王军 7 0.7

华侨大学 两岸四地旅游安全合作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94 王新建 6.8 0.68

华侨大学 《道藏》科技思想史料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30003 蒋朝君 9 0.9

华侨大学
基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海外新生代华裔的
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72 沈玲 7 0.7

华侨大学 政府绩效合同评估体系构建与制度安排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308 卓萍 6.5 0.65

华侨大学 群体性纠纷的示范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08 陈慰星 7 0.7

华侨大学
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及其对员工组织承
诺的作用研究——基于社会互动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90 万文海 7 0.7

华侨大学 闽台仪式戏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59 骆婧 7 0.7

华中科技大学
医改新形势下移动医疗服务用户接受行为动态
演化机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31 邓朝华 7 0.7

华中农业大学
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住宅用地扩展与跨界整合模
式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65 胡小芳 7 0.7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学家群体的学术与生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044 刘来兵 8 0.8

华中师范大学
加速老龄化背景下“身边无子女”老人的社会
支持系统建设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40048 张必春 8 0.8

华中师范大学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输出与对外音乐交流策略研
究：以北美地区孔子学院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60042 康瑞军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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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化标准体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80083 吴砥 10 1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中国化的最新形态
——社会主义和谐发展动力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10014 黄红发 10 1

华中师范大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青年农民工城市安居支持模
式研究：现状、路径与政策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04 陈立中 10 1

华中师范大学 基于网络游戏的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55 吴建华 9 0.9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出版史（1921—1949）研究综论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05 范军 9 0.9

华中师范大学
E-learning中学习活动与教育资源有效整合及
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65 刘清堂 9 0.9

华中师范大学 现象与阐释：言语视角下的课堂冲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010 陈秀玲 7 0.7

华中师范大学
葡萄牙共产党争取“先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10073 张文化 9 0.9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绘画的“意境重构”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60007 陈晓娟 7 0.7

淮海工学院 当代英国小说的空间意识与文化认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52040 赵晶辉 8 0.8

淮南师范学院 安徽商周有铭青铜器整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49 孙合肥 7 0.7

淮南师范学院 中国当代油画家群体与其创作风格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56 芦甲川 7 0.7

淮阴工学院 面向电子商务的多属性智能谈判系统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37 董绍斌 6.8 0.7

淮阴工学院
自然灾害类非常规突发事件人员伤亡演化预测
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32 崔杰 6.8 0.68

黄冈师范学院
构建和谐乡村：鄂东地区乡村民俗休闲方式的
调查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21 胡绍宗 9 0.9

黄冈师范学院 置换培训协作云建设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25 徐小双 7.7 0.77

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近代灾荒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58 王鑫宏 7 0.7

黄河科技学院
基于WSR方法论的本科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051 李高申 6 0.6

黄淮学院 汉代音乐画像石与金石音乐学理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21 郭学智 7 0.7

黄山学院
从爱情歌曲歌词中的求爱模式演变看中国社会
变迁——以（1949-2009）歌曲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13 郭宏斌 7 0.7

吉林财经大学
基于外部感知的集群品牌形象：效应及影响因
素实证检验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08 孙丽辉 9 0.9

吉林大学 “核”语义辐射与句法-语义接口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55 刘艳茹 9 0.9

吉林大学 汉代文学与都邑文化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30 侯文学 7 0.7

吉林大学 我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56 齐明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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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刑罚的科学设定与适用：基于比较法的一种技
术性反思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57 李立丰 7 0.7

吉林大学 行政诉讼案例类型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103 于立深 9 0.9

吉林师范大学 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多维透视及其完善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10003 崔永学 9 0.9

吉首大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55 秦位强 7 0.7

吉首大学 民国诗话的文献整理及其现代性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51038 彭继媛 10 1

吉首大学
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区扶贫瞄准绩效评价和提
升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204 吴雄周 7 0.7

吉首大学 “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103 张惠 7 0.7

吉首大学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自我发
展能力构建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70 冷志明 9 0.9

集美大学
基于“多链条”嵌入的中国动漫产业升级路径
与制度环境优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212 余建平 8 0.8

集美大学
教学系统设计的新型框架研究－面向对象及可
视化建模方法在教学系统设计的应用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38 姜智 9 0.9

暨南大学 协同创新视角下高校机制体制改革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130 朱鹏 8 0.8

暨南大学 唐五代四史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40064 熊焰 10 1

暨南大学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创新研究——基于境外电视
跨国传播之启示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60020 谢毅 9 0.9

暨南大学
国家、教育与宗教：社会变迁中的近代中国基
督教教育会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231 张龙平 7 0.7

嘉兴学院
产业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行
为与政府扶持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ZH011 陈至发 10 1

嘉兴学院 大晟乐府及其文学综考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51093 张春义 7 0.7

嘉兴学院
长三角地区城市街道空间利用及管理对策的研
究——以道路空间的非交通功能利用为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57 宁碧波 7 0.7

嘉兴学院 新出青铜器铭文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012 陈荣军 7 0.7

嘉兴学院 浙北水乡古镇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117 张新克 7 0.7

嘉应学院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我国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发
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90026 卢志成 8 0.8

嘉应学院 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中的劳工权利保障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20076 王辉 8 0.8

江汉大学
我国体育事业公共财政投入优化研究—基于服
务型政府与体育强国建设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90011 李丽 10 1

江南大学 社会主义党际协商民主制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10026 刘俊杰 8 0.8

江南大学
基于不同类型农户生产经营行为的农产品安全
生产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630087 王建华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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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
基于农产品安全视角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培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50 李俏 10 1

江南大学 建筑表皮的视觉认知途经与建构方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17 过宏雷 9 0.9

江南大学
物联网协同创新平台研究——基于校院合作的
案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47 王艳 9 0.9

江南大学 大学生创业动态能力培养机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25 符惠明 9 0.9

江南大学
建国以来民生百货设计价值及对当代设计的启
示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92 张凌浩 9 0.9

江南大学
基于人文关怀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策略研究—
—以街道空间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80 杨茂川 9 0.9

江南大学 后殖民语用学视域下的语言不礼貌现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40085 严敏芬 9 0.9

江南大学
区域文化意象驱动的产品品牌造型基因进化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63 胡伟峰 7 0.7

江苏大学 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模型与方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70021 施国洪 9 0.9

江苏大学
中国高校研究生英文科学话语能力现状调查与
发展对策研究—以生物化工专业为调查对象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152 钟兰凤 7 0.7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大正藏》第八十五册校注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30007 于淑健 9 0.9

江苏科技大学
协商合作型社区治理体制建构研究：以南京等
地城市社区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10003 陈朋 7 0.7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CALIS的区域贮存图书馆建设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70019 熊太纯 10 1

江苏理工学院 我国童装产业现状及设计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60011 单文霞 9 0.9

江苏理工学院
多模态话语研究---电视访谈的多模态话语特
征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12 代树兰 9 0.9

江苏理工学院 明清江南文人结社考述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80 王文荣 7 0.7

江苏理工学院
民营经济系统的复杂适应机制和能力研究—基
于苏南的经验数据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53 谢忠秋 9 0.9

江苏师范大学 当代美国印第安小说中的恶作剧者形象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52002 丁文莉 8 0.8

江苏师范大学
连片特困地区公共安全协同治理：基于武陵山
片区的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630112 杨安华 10 1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神话图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60084 朱存明 9 0.9

江苏师范大学 “亲亲相隐”问题的思想史、制度史综考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085 林桂榛 7 0.7

江西财经大学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合理幅度研究——基于
金融风险防范视角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76 吕江林 10 1

江西财经大学 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30 蒋岩波 9 0.9

江西财经大学
国际石油地缘政治演变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72 刘劲松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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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省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赣粤闽浙比较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52 黄顺春 9 0.9

江西农业大学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江
西省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272 郑瑞强 7.5 0.7

江西师范大学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的整合、扩展及在
心理学中的应用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190029 叶宝娟 8 0.8

江西师范大学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生存境遇与教育对策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80086 向晶 10 1

江西师范大学
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21 李德成 9 0.9

江西师范大学
复发性抑郁缓解个体的认知抑制损害机制及认
知干预实验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190015 刘明矾 9 0.9

九江学院
国家义务视角下劳动权立法保障的借鉴与完善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141 张晓明 7 0.7

九江学院
基于食品安全与物价稳定的生猪绿色供应链运
作模式及稳定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50 高阔 7 0.7

九江学院 环境侵害之国家赔偿责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25 贺思源 9 0.9

九江学院 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18 范文燕 7 0.7

九江学院 资产弃置义务会计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218 许松涛 7 0.7

喀什师范学院
民事习惯在新疆法院调解和判决中的运用——
以喀什地区为中心的调查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41 江钦辉 7 0.7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以入
户调查为基石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059 管新帅 9 0.9

兰州大学
经济社会学视域下的回族行店研究——以甘肃
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40015 靳晓芳 7 0.7

兰州大学
基督教传播与藏区社会文化变迁——以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XJA730001 陈声柏 9 0.9

兰州大学
西北农村社区服务中的社会排斥研究—以甘肃
农村社区服务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40073 王英 7 0.7

兰州大学 中国基督宗教思想研究：明末清初篇 规划基金项目 12XJA730002 韩思艺 9 0.9

兰州大学 西北省级卫视困境与出路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60008 韩亮 9 0.9

兰州交通大学
清初扬州诗群研究——以孙枝蔚及其交游圈为
中心之考察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100 杨泽琴 7 0.7

乐山师范学院 敦煌写本碑刻文书字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68 刘瑶瑶 7 0.7

辽东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政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56 宋俊成 7 0.7

辽宁大学 银行监管权配置的法律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99 杨松 9 0.9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基于“假设脱钩”及情景逆向分析的省际节能
减排潜力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71 江洪 5.3 0.5

辽宁师范大学 大学生网络学习行为调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49 李玉斌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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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师范大学 亲属法视域下身份行为问题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20011 丁慧 9 0.9

聊城大学 基层政府财政困境：形成机理及化解对策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85 匡萍 7 0.7

临沂大学 地方大学文化与地域文化互动发展个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34 郭峰 9 0.9

岭南师范学院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释义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127 朱城 9 0.9

岭南师范学院
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论纲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10066 张颢 9 0.9

岭南师范学院 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绩效评价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70018 覃凤兰 9 0.9

岭南师范学院 以真通达意义——戴维森意义理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20400

02
梁义民 9 0.9

鲁东大学
基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的粮食安
全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62 梁姝娜 10 1

鲁东大学 基于语法功能匹配的自动句法分析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18 徐艳华 7 0.7

鲁东大学
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关
系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61 俞祖华 9 0.9

鲁东大学
中小学课堂教学中问题学生干预机制的研究与
实验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91 苏春景 9 0.9

洛阳师范学院 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38 雷骥 9 0.9

闽南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女作家文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22 胡明贵 9 0.9

牡丹江师范学院 西欧村庄共同体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09 陈立军 7 0.7

内蒙古民族大学 中国北方民族飞禽崇拜文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730001
达·额尔
德木图

7 0.7

内蒙古民族大学 蒙古族叙事民歌经典化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51004
宝音陶克

陶
9 0.9

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文字造型设计追溯及蒙象汉字可行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85 吴海茹 7 0.7

南京财经大学 区域旅游竞争力预测与预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225 朱应皋 9 0.9

南京财经大学
服务贸易进口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71 唐保庆 7 0.7

南京大学 公民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评估体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40017 闵学勤 10 1

南京大学 汉俄方位体系对称与偏离的多维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40012 范洁清 6 0.6

南京大学
中国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的理论解释：基于国
际技术溢出与本土创新互动下技术进步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159 魏守华 9 0.9

南京大学 英国工业化时期集体谈判制度的形成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70028 刘金源 9 0.9

南京大学 贡斯当宪政思想研究（1795-1830年）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20 韩伟华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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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欧盟对外关系法与中欧关系的和谐发展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64 张华 7 0.7

南京大学
基于ISC理论的信息用户行为评测与服务改进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70017 孙建军 9 0.9

南京大学 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认同与跨文化能力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07 任裕海 9 0.9

南京大学 价值论美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20008 方蔚林 9 0.9

南京大学 情绪、情绪调节与风险决策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190014 李中权 7 0.7

南京大学 民国政治选举管理机制研究(1912—1937)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70045 熊秋良 9 0.9

南京大学
制度环境、企业外部关系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
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84 苏中锋 7 0.7

南京大学 当前苏东国家左翼政党政治竞选的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10017 祁玲玲 7 0.7

南京大学 传媒产业关联：理论与实证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60007 丁和根 9 0.9

南京大学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教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70029 张志强 9 0.9

南京工程学院
全球网络制造环境下面向集团企业的云制造服
务虚拟资源云池的管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209 王云霞 7 0.7

南京工业大学
组织学习视角下创新惯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
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254 许萍 7 0.7

南京工业大学
网络社区驱动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与管
理功能全关联映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70021 赵乃瑄 10 1

南京工业大学
科技人员创新自我效能的形成与作用机制：一
项多层次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061 顾远东 7 0.7

南京工业大学 不同收入类型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242 叶彩霞 7 0.7

南京工业大学
地方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结构、行为、绩效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68 陆莹 9 0.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国南部低山丘陵带贫困县农户致贫因子识别
、测度与减贫机制设计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15 刘红旗 7 0.7

南京理工大学 著作权保护中的消费者运动与制度创新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72 梅术文 7 0.7

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纺织产业链集成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战略模
式探索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038 姜军 9 0.9

南京理工大学 汪荣宝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75 赵林凤 7 0.7

南京林业大学 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06 陈相雨 7 0.7

南京审计学院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房产税改革效应与政策模
拟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89 裴育 10 1

南京审计学院 贸易自由化影响贫困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23 陈怡 7 0.7

南京师范大学 西方小说空间符号功能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ZH148 朱婷婷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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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特殊教育职业
技术学院

多维视野下中国特殊教育教师的职业素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00 王辉 9 0.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远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范式——从鲍德里亚看
后马克思主义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055 张天勇 7 0.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科技人员国际流动动因与效应：基于技术移民
的调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35 崔维军 7 0.7

南京邮电大学 公共交通与南京城市嬗变研究（1907-1937）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085 李沛霖 8 0.8

南京中医药大学
基于微博网络社群的大数据反腐舆情管控机制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116 潘芳 8 0.8

南开大学 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的文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2026 王凯 7 0.7

南开大学 中国男性杂志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04 陈宁 7 0.7

南开大学
特许人公开化影响行动及其作用效果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69 任星耀 7 0.7

南开大学
“历史和解”的症结——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
教科书问题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GJW022 臧佩红 9 0.9

南开大学 俗语词考源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40090 杨琳 9 0.9

南开大学 媒介融合中学术期刊转型的适应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24 梁小建 7 0.7

南开大学
整合营销传播在中国互益性非营利组织管理中
的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98 申光龙 8.9 0.93

南开大学 “十七年”文学批评与文学生产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06 曹霞 7 0.7

宁波大学
美国教育学术秩序形成机制研究（1890-
1920）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035 康绍芳 8 0.8

宁波大学 交叉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83 柯建飞 7 0.7

宁波工程学院 《宋诗别裁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17 高磊 6.5 0.7

宁波诺丁汉大学
基于高频数据的中国商品期货市场波动性预测
以及与美国期货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79 姜莹 7 0.7

宁夏大学 大众传媒回应与引领当代社会思潮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60012 宫京成 7 0.7

平顶山学院 二十世纪豫剧唱腔结构动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04 陈文革 7 0.7

平顶山学院 京都洛阳与东汉文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75 田瑞文 7 0.7

普洱学院 盟誓文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50024 薛敬梅 9 0.9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李善《文选注》音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XJA740001 李华斌 10 1

青岛大学 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中犹太人生存状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2013 孟宪华 7 0.7

青岛科技大学
我国劳动力市场柔性的运行模式与政策选择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207 赵瑞美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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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理工大学
新疆自治区喀什市老城区高台民居保护改造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60036 庞峰 10 1

青海大学 青海藏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10017 胡文平 9 0.9

青海民族大学
国家在场与玉树地震灾区社会重建及藏区社会
稳定的实证性研究--以玉树县上拉秀乡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50002 白世俊 9 0.9

青海民族大学
青藏地区世居少数民族就业能力提升与社会稳
定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17 陈书伟 7 0.7

清华大学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民事司法改革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06 陈杭平 7 0.7

清华大学
证券发行上市法律实施情况的实证研究：政府
监管者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86 沈朝晖 7 0.7

清华大学 越南民主化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14 陈明凡 9 0.9

清华大学
高铁站房建设中艺术工程设计的地域化应用研
究

自筹经费项目 11YJE760003 刘强 0 0

曲阜师范大学
省域内发展规划边缘区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山东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66 李传健 9 0.9

曲阜师范大学 中韩禅宗文化交流及其当代价值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20021 苏树华 9 0.9

曲阜师范大学 我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有效性评价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72 任庆梅 9 0.9

曲阜师范大学 规约与张扬：中小学教师教学个性养成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72 李允 9 0.9

曲靖师范学院
教育家办学语境下的大学校长主体性发展与构
建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063 王飞 8 0.8

衢州学院 孔氏南宗与江南文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70042 吴锡标 9 0.9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农户农业可持续生产行为理论与实证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12 刘梅 7 0.7

山东财经大学
内部社会资本与员工绩效：基于国内文化的跨
层次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205 庄玉梅 9 0.9

山东财经大学 救济视角下的土地征收：问题检视与制度创新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202 章彦英 8 0.8

山东财经大学
跨国公司服务模块化外包背景下网络能力、关
系嵌入与本土接包企业创新绩效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316 郑浩 7 0.7

山东财经大学 基于信息管理的农产品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017 陈爱玲 7 0.7

山东财经大学
人力资源管理构型，工作结构与组织创新能力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36 丁宁宁 7 0.7

山东财经大学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及文化样本意义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07 高婷 7 0.7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刺激计划的陷阱、财政风险及其应对策略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08 陈华 9 0.9

山东财经大学
劳动力迁徙决策及流动研究：基于高等教育空
间集聚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40019 王传荣 9 0.9

山东大学 21世纪美国新媒体理论转型趋势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21 李欣人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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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社会企业治理与评价研究——基于国际比较与
驱动机制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295 张晓峰 7 0.7

山东大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外贸影响及对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GJW012 梁俊伟 7 0.7

山东大学 复杂面板数据的系统建模及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07 任燕燕 9 0.9

山东大学 汉语零话句的语用充实研究：默认意义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142 张延飞 7 0.7

山东大学 儿童双语学习者元语言意识的发展与迁移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40051 卢敏 8.5 0.85

山东大学 东周齐国乐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61 米永盈 7 0.7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民间艺术审美心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98 徐磊 7 0.7

山东理工大学
资源型城市低碳转型的影响因素及调控机制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78 孙秀梅 7 0.7

山东理工大学 网络群体结构与网络群体行为规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70035 张军 5 0.5

山东理工大学
基于粗糙集的不确定性数据动态挖掘与商务智
能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70 黄顺亮 7 0.7

山东理工大学 长句检索中信息查询扩展技术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70001 白如江 7 0.7

山东理工大学 环境刑法实施效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107 张福德 9 0.9

山东理工大学 先秦篆体字体演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47 张晓明 7 0.7

山东农业大学
资源依赖、纵向协作、团队生产与制度绩效—
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与管理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217 周玉玺 9 0.9

山东女子学院 中国当代英雄叙事文学的深层文化精神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109 赵启鹏 7 0.7

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批评的观念与方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60030 孔新苗 9 0.9

山东师范大学
影响中小学生创造力发展的个体、环境因素及
其作用机制的纵向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190024 张景焕 9 0.9

山东师范大学
“诉讼文化冲突”视野下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13 王德新 7 0.7

山东政法学院 中国“基本法律”的体系化和科学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20023 李克杰 7 0.7

山东政法学院 地方政府支出竞争行为及效应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225 杨宝剑 7 0.7

山西财经大学
预期视角下房价与回报的非线性动态关系及评
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098 李斌 7 0.7

山西财经大学 贫困农户小额信贷融资风险度量及控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78 田祥宇 7 0.7

山西大学 英语学术语篇中言据性的人际意义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28 杨林秀 7 0.7

陕西师范大学
政府引导合作：教育部“2011计划”协同创新
体建构中的政府引导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10027 郑家昊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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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视觉表象产生的认知神经机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190019 宋晓蕾 8 0.8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唐代乐舞图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26 贾嫚 9 0.9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下位与上位—
基于中国、印度和越南外包成本的测算与比较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61 许军 9 0.9

陕西师范大学 基于本体的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51 袁利平 7 0.7

陕西师范大学 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770005 石涛 7 0.7

陕西师范大学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实施背景下我国特
殊教育立法问题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43 兰继军 9 0.9

陕西师范大学
兼容多民族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行性研
究——以20世纪少数民族籍小说家为中心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61 卫小辉 9 0.9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231 邹琪 8.95 0.89

上海财经大学
产业转移与空间协调的区域生产网络构建问题
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45 胡彬 9 0.9

上海大学 学术虚拟社区知识交流的模式和规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70006 丁敬达 7 0.7

上海大学 场域.文化.公共空间：大学图书馆公共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70020 倪代川 6 0.6

上海大学
商业方法专利制度下我国金融企业专利竞争战
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293 张玉蓉 7 0.7

上海大学
高铁对人口流动的作用机制-基于产业布局、
城镇分布、行为方式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40014 黄苏萍 7 0.7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的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201 杨慧辉 8 0.8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TPP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和我国的对
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GJW004 黄洁 8 0.8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与时事小说创作流变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98 许军 6 0.6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工作场所学习与学习变革——基于项目的行动
学习（PBAL）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196 吴刚 3.8 0.3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开埠以来江南城市水质环境变迁与饮水改良
（1840-1980）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35 梁志平 7 0.7

上海海事大学 晚清至现代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史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23 耿强 7 0.7

上海海事大学
组织“合法性距离”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
—基于437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18 陈扬 7 0.7

上海海洋大学
气候变化背景下碳捕捉与储存利用的环境风险
及其法律对策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45 王小军 9 0.9

上海海洋大学
控制权结构、经营者激励与企业环境绩效管
理：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16 陈璇 7 0.7

上海海洋大学 全球供应链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43 姜启军 9 0.9

上海交通大学 消费社会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20001 鲍金 8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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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10001 陈捷 9 0.9

上海交通大学 殷商甲骨文结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013 陈婷珠 7 0.7

上海交通大学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完善与重构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20069 林彦 7 0.7

上海交通大学 朱迪斯巴特勒女性主义思想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52008 都岚岚 7 0.7

上海交通大学
新产品项目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发阶段传播
策略的作用效果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051 李湛 9 0.9

上海金融学院
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基于开放经济的
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框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72 孔炯炯 7 0.7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非政府组织功能失灵与第三方治理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40028 王守杰 9 0.9

上海师范大学 数字档案馆服务能力测评模型与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70017 吕元智 8 0.8

上海师范大学
学习困难中学生的认知加工特征及其与学业智
力关系模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190001 蔡丹 7 0.7

上海师范大学
非对称性合作视角下公私合作制（PPP）的运
行及演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78 宋波 7 0.7

上海师范大学
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者的职责-20世纪外籍代
表译者英译中文著作之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01 王惠萍 1.5 0.15

上海政法学院
中国城市遗产保护领域公共商议的媒介化特征
与影响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35 陶文静 6.95 0.75

韶关学院 明清以来徽州木材业研究（1368-1949）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40 罗莉 7 0.7

深圳大学
网络问责的发展、内容构成及对公共管理影响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03 宋涛 9 0.9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95 童山东 9 0.9

沈阳工业大学
基于区域一体化的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布
局规划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214 周晓晔 8 0.8

沈阳建筑大学 高校思政博客效能评价体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17 陈瑞三 9 0.9

沈阳师范大学 农民工语言城市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117 夏历 7 0.7

沈阳师范大学
基于教师理解性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先在结
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10044 隋宁 8 0.8

沈阳师范大学 东北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04 曹萌 9 0.9

沈阳体育学院
《击剑战术思维决策训练与测评系统》软件的
研发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XLX014 刘晓茹 9 0.9

石河子大学
传承与融合：新疆戏曲艺术发展衍变与文化认
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106 李江杰 7 0.7

石河子大学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兼论新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平等问题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64 赵红霞 7 0.7

石家庄铁道大学 高速铁路环境影响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121 张小平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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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
新版中小学教材中的中国近现代音乐作品研究
——兼及教学实施建议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60003 蔡梦 10 1

首都师范大学 批判理论在中国：新时期效果历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71 孙士聪 7 0.7

首都师范大学 壮族村寨声景生态文化遗存的个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26 邓志勇 7 0.7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移民聚落社会适应性研究——以高要地区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218 周彝馨 6 0.6

四川大学 胡塞尔的想象现象学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007 陈志远 7 0.7

四川大学
青少年亚文化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以我国当代
电影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32 王彬 9 0.9

四川大学
非常态社会控制的成败得失-----晚清民国政
府处理民众运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03 陈廷湘 9 0.9

四川农业大学
潮涌效应视角的农产品产业链价格回复机制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41 魏来 9 0.9

四川师范大学 大学生组织管理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80014 陈莉 7 0.7

四川师范大学
社会变迁背景下藏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多维
互动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C880004 敬鸿彬 7 0.7

四川师范大学 认知负荷的产生及其优化控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190001 龚德英 7 0.7

四川师范大学
基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公司治理效率分析——
作用机理与价值效应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61 胡艳 7 0.7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20 段玲琍 9 0.9

四川音乐学院 影视音乐与画面的声画节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99 姚琦 7 0.7

四川音乐学院 木雅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 青年基金项目 10XJC760005 杨华 3.2 0.18

苏州大学 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政治力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08 陈珊珊 7 0.7

苏州科技学院 移情视阈下的伊恩·麦克尤恩小说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23 罗媛 7 0.7

苏州科技学院 传统汉字图像艺术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101 朱永明 9 0.9

苏州科技学院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
1930）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32 李斌 7 0.7

苏州科技学院 晚清民国昆曲戏宫谱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01 鲍开恺 7 0.7

台州学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的机理与实证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88 李秉强 7 0.7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动力与运行：高职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94 田秀萍 9 0.9

天津财经大学 不同规制条件下的接入定价与市场垄断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90025 房林 7 0.7

天津财经大学
虚拟旅游与目的地形象修正：一致性与非一致
性的演化机制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182 卢政营 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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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财经大学
内部控制与独立审计的耦合效应研究：财务重
述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93 张俊民 9 0.9

天津城建大学 中国城市发展的Tiebout效应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49 胡玉敏 9 0.9

天津大学
区域品牌伞情境下区域形象对消费者购买行为
影响机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076 马向阳 9 0.9

天津大学 中国文物建筑测绘史研究（1900年至今）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224 张凤梧 7 0.7

天津大学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金融模型下我国违约利率期
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因素间互动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47 苏云鹏 7 0.7

天津大学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04 曹桂全 8.5 0.85

天津大学
考虑决策行为因素影响的双渠道供应链协调机
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52 李波 9 0.9

天津大学 养老保险制度转制与现有制度可持续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279 张琴 7 0.7

天津大学
传承与再生—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
的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08 董雅 9 0.9

天津工业大学
碳信用项目风险评估与交易策略研究——基于
我国碳资产保护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184 王巍 7 0.7

天津科技大学 Web2.0网络舆情的传播演化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60056 张亮 7 0.7

天津理工大学
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及产业共生
路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630119 苑清敏 10 1

天津商业大学 语境的本体与认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81 田海龙 9 0.9

天津商业大学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机
理：模型研究及实证检验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98 吕明元 9 0.9

天津师范大学 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学科差异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061 王东芳 8 0.8

天津师范大学
基于群体智慧的微博客信息可信度评价机制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70025 王树义 7 0.7

天津师范大学 利益相关方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107 魏建新 7 0.7

天津师范大学 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学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054 李丽洁 7 0.7

天津师范大学 制度规约下的大学教师职业生涯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19 吴艳茹 7 0.7

同济大学 网络城市空间规模与效率的理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50 吴建伟 8.5 0.85

同济大学
欧洲元素对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本土特征的
构建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2016 李杨 9 0.9

铜陵学院 相依结构数据金融风险模型理论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217 吴永锋 5 0.5

皖西学院
中部崛起视角的中部地区乡村聚落空间转型与
重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77 李传武 7 0.7

皖西学院 中西部农村地区课程改革的比较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50 李孔文 9 0.9

26



依托高校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

人

批准经
费（万

元）

结项拨
款（万

元）

潍坊学院
社会偏好、雇佣保护与劳动契约行为：基于比
较制度实验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133 王光荣 9 0.9

潍坊医学院
学龄期哮喘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及综合性心理
干预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190013 孙宏伟 9 0.9

温州大学 我国公司法因应信息化的现状与策略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079 王宗正 9 0.9

温州大学 我国公办大学治理有效性评估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128 朱家德 8 0.8

温州大学
任务紧迫性和强制性对项目创新行为的影响研
究——以关键链项目管理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93 张敏 9 0.9

温州大学
和谐社会视域下基于CIPP评价模式的高等教育
公平指标体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076 骆徽 7 0.7

温州大学 高一志与明末西学东传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70020 金文兵 9 0.9

温州大学
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合作社的作用及其实现机
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21 罗建利 7 0.7

温州大学 基于未来课堂的思维可视化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45 叶新东 7 0.7

温州大学 集群企业合作研发（R&D)激励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031 戴菊贵 7 0.7

文华学院 “媒介事件”与转型期政府公信力提升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60006 陈奕 7 0.7

文山学院 张家花园古民居建筑构造与美术形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60077 王勇坚 9 0.9

文山学院 美术学视野中的“坡芽歌书”符号形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XJA760003 戴艳 9 0.9

文山学院 滇越边民通婚的现状、影响及其应对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045 华袁媛 7 0.7

五邑大学
公共服务视域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多边治理
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40 樊建锋 7 0.7

武汉大学 《仓颉》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27 梁静 7 0.7

武汉大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理论谱系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32 李建中 9 0.9

武汉大学
2012年后中国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法律问
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45 蒋小翼 7 0.7

武汉大学 大学教师身份认同危机及其化解策略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126 吴慧平 7 0.7

武汉纺织大学
泛在信息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的自适应信息服
务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70026 吴金红 7 0.7

武汉纺织大学
原材料价格随机波动下的供应链动态集成最优
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11 曹晓刚 7 0.7

武汉工程大学
创业行为对产业集群内涵式发展的作用机理研
究：基于知识溢出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198 闫华飞 8 0.8

武汉工程大学 清代河官与河政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76 金诗灿 7 0.7

武汉工程大学 科学历史观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10012 何景春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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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工程大学
基于生态足迹分析的我国城市私人小汽车发展
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ZH040 李杰 9 0.9

武汉科技大学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小说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18 李金云 7 0.7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金融排除理论的普惠金融体系构建及对策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071 胡国晖 9 0.9

武汉理工大学
基于社会网络嵌入视角的人力资源组织构型对
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78 张光磊 7 0.7

武汉体育学院
基于学科能力评价视角的体育高考考试标准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90029 彭小伟 8 0.8

西安财经学院 当代西北城市伊斯兰教公益慈善事业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30007 庾荣 8 0.8

西安财经学院
我国西部能源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共生
路径及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82 焦兵 7 0.7

西安财经学院
教育机会分配、人力资本水平和西部农村青年
的职业流动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230 殷红霞 9 0.9

西安财经学院 基于系统动力机制的货币政策调控房价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48 胡碧 9 0.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民间金融制度发展与规范研究——立足于
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2XJC790004 曾凯 6 0.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西部欠发达山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地方性”模
式及优化方法研究—以陕南秦岭地区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263 张中华 8 0.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支撑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环境承
载力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090 刘晓君 9 0.9

西安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教育公平的效应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06 陈爱娟 9 0.9

西安美术学院 陕北石窟调查与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C780001 于春 7 0.7

西北大学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机制与途径选择研究——
基于西部农户的需求意愿调查及实证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126 李东 7 0.7

西北大学 中国历法思想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208 袁敏 7 0.7

西北大学 房屋质量法律规制比较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22 王思锋 7 0.7

西北民族大学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的耦合效
应研究－以“兰西经济区”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630008 李秀芬 7 0.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群体性事件链式演化机理和“断链”防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57 杨乙丹 7 0.7

西北师范大学
高等学校“以勤代补”资助模式研究——以甘
肃省高校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XJA880006 李振江 9 0.9

西北政法大学 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104 喻贵英 9 0.9

西北政法大学 司法权优化视域下的刑事办案期间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49 姚剑 7 0.7

西华大学 媒体治理、社会责任与投资者保护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70 黄雷 7 0.7

西交利物浦大学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前置因素及竞争优势转化
路径—中国本土典型案例与经验证据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64 尹珏林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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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165 周克清 10 1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众包模式孵化创新项目的机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306 郑海超 7 0.7

西南财经大学
在华跨国公司知识学习决定因素及其对东道国
的知识贡献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07 王珏 6 0.6

西南财经大学 证券市场动态相关性测度的拓展及应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910001 龚金国 6 0.6

西南财经大学
信息技术网络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
变：理论与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226 张红历 7 0.7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基因表达式编程和粒子群优化算法的金融
风险预警模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84 李太勇 7 0.7

西南财经大学 国内贸易壁垒对中国外贸区域差异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32 逯建 7 0.7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社区调解的功能与交流模式研究—应用西
方矛盾纠纷管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09 邓一恒 7 0.7

西南大学 中俄当代高等美术教育比较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41 马遥 9 0.9

西南大学 我国土地整理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20111 赵谦 8 0.8

西南大学 西双版纳傣族寺庙教育与学校教育共生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08 陈荟 9 0.9

西南大学 宋朝乡村社会保障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70068 张文 9 0.9

西南交通大学
中央宏观调控权力配置研究——以转型期我国
宏观调控体系的制度优化为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20039 黄亮 7 0.7

西南交通大学
城乡统筹背景下西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知识管
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02 刘凤 7 0.7

西南交通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构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10029 林伯海 9 0.9

西南交通大学
文化与金融基础关系研究：基于证券市场数字
禁忌与数字崇拜对股价异常冲击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278 吴风云 7 0.7

西南交通大学 消费者感知风险及营销和公共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XJA630011 叶乃沂 9 0.9

西南科技大学
社会管理创新下的西部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
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44 刘永强 9 0.9

西南科技大学
基于价值观重构的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持续发
展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29 涂自力 9 0.9

西南科技大学 二王杂帖词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117 张俊之 9 0.9

西南科技大学 晚清西方音乐的中国历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121 赵庆文 7 0.7

西南科技大学 西部地区民事速裁机制调研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044 刘秀明 9 0.9

西南民族大学
西藏一江两河流域小城镇建设与农牧民市场化
转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C850005 杨公卫 7 0.7

西南民族大学
康区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对民族文化互动与
民族关系影响与对策调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50044 杨胜利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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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话语分析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151 张灵芝 7 0.7

厦门大学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式城市化：理论、经
验与对策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125 邵宜航 9 0.9

厦门大学 语言分析与规范判断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48 杨松 7 0.7

厦门大学 城乡一体化大流通体系的构建路径与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83 刘根荣 9 0.9

厦门大学
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城市蔓延机理与调控研究—
—以闽东南区域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58 洪世键 7 0.7

湘潭大学 中国家庭债务与公共债务变动的关联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206 伍再华 7 0.7

湘潭大学 英汉数量名词短语的句法语义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40114 吴庄 7 0.7

新疆财经大学
族群空间分布视角下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异的
空间计量研究--以新疆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XJJA79000

1
周勇 9 0.9

新疆财经大学 维吾尔语韵律模式实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JC74000

5
吐尔逊卡

得
7 0.7

新疆大学
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新疆当代文学中民族民间
文化资源的转换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1013 成湘丽 7 0.7

新疆大学
媒介传播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地区受众国家认同
研究——基于托台村民族志调查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60020 金玉萍 7 0.7

新疆大学 新疆当代文学的空间生产与文化阐释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75100

1
王敏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新疆绿洲城市时空演变机
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01
阿里木江
·卡斯木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机制研
究——以新疆师范院校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87 斯雯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多民族女性对社会性体格焦虑的应对及认
知干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84000

1
马嵘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俄白哈关税同盟影响下的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XJJA79000

3
王维然 9 0.9

新疆师范大学
现代维吾尔语词义标注语料库半自动构建及应
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JC74000

6
杨勇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身份意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40062 张兴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农村少数民族双语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体系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80076 毛菊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性问题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84000

2
涂伟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网络虚拟社区中的公民教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XJJC88000

3
王建虎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中亚细密画与中国工笔重彩画的艺术风格比较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76000

2
王静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民族地区宗教与文化建设关系研究——以新疆
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30009 彭无情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多元文化背景下新疆高校网络舆情疏导机制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10095 张秀红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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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及其成效调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JC88000

1
陈得军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10034 卢燕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维吾尔民间说唱艺人研究---基于莎车木卡姆
民间说唱艺人的田野调查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51117
祖木拉提
·哈帕尔

9 0.9

新疆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新疆哈萨克族文学批评史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JC75100

3
张璐燕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维吾尔族传统首饰艺术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76000

1
热娜·买

买提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伊犁河谷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对生态安全的
影响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ZH003 孙慧兰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传统建筑砖饰艺术与符号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102 衣霄 7 0.7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维吾尔文古籍形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JC76000

1
任文杰 7 0.7

新疆医科大学
乌鲁木齐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模式及干预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JC63000

2
谢慧玲 7 0.7

新疆医科大学
维吾尔族大学生维-汉-英三语习得过程中的语
际迁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XJJA74000

5
杨华 9 0.9

新乡医学院
社会结构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行为和模式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30 刘珍玉 7 0.7

信阳师范学院
当代哲学-认知科学视域中的认知表征问题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20036 张铁山 9 0.9

烟台大学 法定物权变动制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20005 房绍坤 10 1

烟台大学 海洋资源产权冲突及其治理规则的经济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72 李强 9 0.9

烟台大学
基于循环价值观的城市社会形态复杂循环实证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40052 于英 5 0.5

烟台大学 以DC为中枢的冷链食品库存策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32 王淑云 9 0.9

烟台大学 元明回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50045 杨志娟 9 0.9

盐城工学院 现当代“微建筑”空间形态与艺术审美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129 朱金华 5 0.5

盐城工学院 清代“中国”观念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85 陆勇 9 0.9

盐城师范学院 百年中国学校音乐课程变迁的文化哲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60122 朱玉江 8 0.8

盐城师范学院
辛亥革命前后乡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调控机制
研究——以江苏为中心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70009 樊翠花 7 0.7

盐城师范学院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就地市民化指标测度与评价
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40017 刘吉双 9 0.9

燕山大学 网络资源分配的效用模型及价格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01 李世勇 7 0.7

燕山大学
云环境下基于用户兴趣图谱的网络社区营销推
荐机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91 张亚明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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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发展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10077 周建超 9 0.9

扬州大学 资助政策视域中的大学生教育公平感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068 刘佳 7 0.7

扬州大学 “十七年”（1949-1966）戏剧接受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60003 陈军 9 0.9

伊犁师范学院 美国绘图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XJJA75200

1
刘锋 9 0.9

玉林师范学院 西部地区农村水利困境的文化因素探求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40044 王易萍 7 0.7

玉林师范学院 湘方言程度范畴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25 龚娜 7 0.7

云南财经大学
基于干旱背景视角下的西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
地方公共投资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114 刘富华 7 0.7

云南大学
后政府主导时代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链
提升发展对策研究——以云南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26 王克岭 9 0.9

云南师范大学 基于NTV观点的条件句逻辑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XJC720400

01
胡怀亮 7 0.7

浙江财经大学
农村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的城乡家庭时间要素配
置研究－基于职业异质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62 胡军辉 7 0.7

浙江财经大学
OECD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环境、福利运行
与评价借鉴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40001 戴卫东 10 1

浙江财经大学 责任伦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20013 高湘泽 9 0.9

浙江财经大学
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主体间信任的产生机制及其
对合作的影响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064 李晓锦 8.7 0.89

浙江财经大学
方言接触视域中的“黄孝片”方言语法调查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40084 汪化云 9 0.9

浙江财经大学 奥登诗学思想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52001 蔡海燕 7 0.7

浙江传媒学院 网络民意与政府回应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810038 朱丽峰 7 0.7

浙江传媒学院
走向交融共生的民族文化张力——当代汉族作
家的民族叙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36 蔺春华 7 0.7

浙江大学 民间高利贷规制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20057 陆青 8 0.8

浙江大学
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前景评估及对中国的影
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GJW016 周云亨 8 0.8

浙江大学 长寿风险及其对养老金制度影响的精算评价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910005 张奕 10 1

浙江大学
早期全球化语境与近现代中国文学重塑“中国
形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1023 黄健 9 0.9

浙江大学
文化碰撞与文化交融视野下中国德育范型建构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09 魏贤超 9 0.9

浙江大学
流动人口子女高度集中地区基础教育布局的现
状和对策研究：以江浙两省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37 杨明 9 0.9

浙江大学
网站特征对消费者在线冲动购买倾向的影响机
理研究—基于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130 王求真 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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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全流通时代下第一大股东交易股票行为及有效
管控体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313 朱茶芬 7 0.7

浙江大学 姚燮《今乐府选》抄本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51072 汪超红 9 0.9

浙江大学 “关键词批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51035 黄擎 7 0.7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中国篆刻技艺的数字化保护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158 吴龙伟 9 0.9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沉迷与抵抗——新媒体环境下“迷”与“反迷
”的文化生产力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31 方玲玲 7 0.7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功勋企业家口述史：基于口述史现场的30
位企业家传记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26 韩永学 9 0.9

浙江工商大学
企业碳排放审计评价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90139 王帆 8 0.8

浙江工商大学 畲族传统伦理及其现代变迁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ZH038 雷伟红 10 1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游客感知的主题公园品牌转换行为--长三
角主题公园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17 程乾 9 0.9

浙江工商大学
大型零售商占主导权力情形下各种供应链结构
的契约协调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59 潘可文 7 0.7

浙江工商大学
后危机时代我国出口可持续增长的机制与路径
研究:基于二元贸易边际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256 张友仁 7 0.7

浙江工业大学
和谐社会视角下“蚁族”的形成机制、行为特
征及风险隐患——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052 傅剑 7 0.7

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社会转型期畲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研
究——以浙江畲族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50027 王真慧 7 0.7

浙江工业大学
创意经济视域下高校创意人才培养的现状、问
题及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167 赵敏祥 9 0.9

浙江工业大学
英、德、美、澳四国职业教育工学结合的促进
机制及策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80064 李敏 6 0.6

浙江工业大学
政府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运作模式和绩效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20 翁杰 6 0.6

浙江工业大学 德性、真理与知识——当代德性知识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05 方红庆 7 0.7

浙江理工大学
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测度、影响因素及培育路
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10007 杜兰晓 10 1

浙江理工大学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理论证与制度完善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022 何邦武 9 0.9

浙江理工大学 追寻自由民主的理路：拉斯基政治思想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10021 徐木兴 9 0.9

浙江理工大学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11 何卫华 7 0.7

浙江农林大学 民间收藏画像砖艺术精品的整理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60023 李国新 10 1

浙江农林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学创作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17 高旭国 9 0.9

浙江农林大学 碳排放制度约束下森林碳汇交易会计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ZH073 刘梅娟 9 0.9

33



依托高校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

人

批准经
费（万

元）

结项拨
款（万

元）

浙江农林大学 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44 管福泉 6.58 0.78

浙江农林大学 农业产业集群区域品牌提升的机理与路径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92 张月莉 8.5 0.85

浙江农林大学
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耕地变化驱动因素及政策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172 王成军 7 0.7

浙江师范大学
中小企业集群潜在融资优势的发挥机制：理论
到现实的传导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90032 高连和 9 0.9

浙江师范大学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探索：南部非洲共同体30
年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70069 张瑾 7 0.7

浙江师范大学
当代知识辩护理论:问题、解决策略及其对人
工智能的意义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20042 郑祥福 9 0.9

浙江师范大学 中小学学生视力不良成因及干预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40030 叶卫兵 9 0.9

浙江外国语学院 养老服务补贴制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840003 董红亚 10 1

浙江外国语学院 省级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047 高静 7 0.7

浙江外国语学院
低碳消费模式的形成机理、博弈模型与经济政
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78 俞海山 9 0.9

浙江外国语学院
社会责任成本与企业效益的关系研究——基于
浙江省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630178 熊明华 9 0.9

浙江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背景下基于李克特量表的潜变量测评
--设计原则和效度改进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70 贾新明 7 0.7

浙江万里学院 网络流行语对青少年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ZH015 陈万怀 7 0.7

浙江万里学院
群体冲突诱因与干预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
区域的调查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10026 张全义 9 0.9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
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国际化的内涵及实施战略
的探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80017 单胜江 8 0.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

中国国民的个人品德建设研究——基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59 孙彤 7 0.7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基于消费行为的服务定价策略模型与算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233 王广民 7 0.7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绩效评估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56 谢小青 9 0.9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我国碳交易定价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272 朱冬元 8 0.8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基于休闲者视角的城市休闲空间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ZH082 梁玥琳 7 0.7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企业能耗优化投资项目选择：实物期权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294 周远祺 7 0.7

中国海洋大学
“谁为孩子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
理论与实践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123 徐德荣 7 0.7

中国海洋大学 印度海权战略与中国海上安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GJW001 卞秀瑜 7 0.7

中国海洋大学 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法律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820023 董跃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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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
民初（1912-1919）小说界女性作者群体的生
成研究——以报刊业文化生态为视野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51101 薛海燕 7 0.7

中国计量学院
美国高校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关性的实证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80061 李战国 7 0.7

中国计量学院
空间异质性与地区出口增长差异的关联与机理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78 姜辉 7 0.7

中国计量学院 形式—意义—世界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20042 张云鹏 9 0.9

中国计量学院
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路径选择和动力机制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375 张华 7 0.7

中国计量学院
战略新兴产业中研发人员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
激励机制研究----以新能源产业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198 王洪涛 7 0.7

中国矿业大学 我国武术无形资产的开发与保护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208 杨家坤 7 0.7

中国矿业大学
水资源配置中的期权契约设计及其最优策略研
究--以南水北调东线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205 王慧 7 0.7

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

我国煤化工行业开展CCS技术的政策设计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61 徐向阳 9 0.9

中国美术学院
新自然观视野下的地域景观设计理论与实践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60064 沈实现 7 0.7

中国民航大学
全球化背景下卡里尔·菲利普斯的流散思想及
其演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52034 张建萍 7 0.7

中国民航大学 勃朗特姐妹的宗教人格和宗教体验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42 张静波 7 0.7

中国农业大学
基于粮食安全和农户收益双重视角的中国粮农
种植规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630223 朱俊峰 9 0.9

中国农业大学
农村采矿业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与应对--以湘
西铅锌矿区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40034 陆继霞 6.8 0.72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创
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10072 于昆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全程管理框架下的电子文件与档案分类：模型
构建与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70018 马林青 8 0.8

中国人民大学
价格机制与在线交易的关系机理：基于心理账
户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133 钱明辉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清代佛教史学与史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30002 曹刚华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唐诗语言学批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116 朱子辉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证券市场高换手率之谜：基于行为金融的
解释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233 谭松涛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艺术博览会20年研究（1993-2013）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89 武洪滨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错法”及其纠正机制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20059 史际春 9 0.9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经济纠纷的司法解决：秩序重构与法律对
策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820016 杜焕芳 9 0.9

中国人民大学 行政审判中的法律适用方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124 王旭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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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现代作者理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752005 刁克利 9 0.9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历程及经验研
究：1956·4——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10075 杨德山 9 0.9

中国人民大学
基于微观数据的我国居民税负分布测算及调整
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170 谢波峰 9 0.9

中国人民大学 20世纪英美女性城市小说中的现代性叙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37 尹星 7 0.7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公益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逻辑及政策建议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630127 李文钊 7 0.7

中国戏曲学院 京剧男旦艺术发展史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60087 颜全毅 6 0.6

中国政法大学 詹姆逊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22 倪寿鹏 7 0.7

中国政法大学 思潮与司改：民事诉讼视阈的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32 韩波 6.5 0.6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厢记》评点史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1088 韦乐 7 0.7

中南大学
华人译者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优势与缺憾——
语言模糊性对比研究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40013 范武邱 10 1

中南大学
中国制度背景下审计契约行为异化及其治理：
不完备契约理论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247 易玄 7 0.7

中南大学
低碳经济背景下基于碳流分析的企业碳管理会
计研究——以矿冶流程业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90312 周志方 7 0.7

中南大学
“治道”内化.实践外化.品牌升华——大学生
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院系实施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10017 韩慧莉 7 0.7

中南民族大学 恩格斯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790157 王志林 9 0.9

中山大学 敦煌佛事文体与世俗礼仪文体对比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751077 张慕华 8 0.8

中山大学 我国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80043 廖茂忠 8 0.8

中山大学 完善我国教育融资体制的理论探索与制度设计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790001 才国伟 10 1

中山大学 汉语方言声调的感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40040 金健 7 0.7

中山大学 城市抗争型公共事件的议题呈现与媒介生态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60034 张宁 9 0.9

中山大学 市场交易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820017 董淳锷 7 0.7

中山大学 当代契约主义的慎议民主理论探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20030 谭安奎 7 0.7

中山大学 心灵哲学视野中的意向性和因果性的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023 李珍 7 0.7

中山大学 公允价值会计信息经济后果的东亚比较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90127 路晓燕 9 0.9

中央财经大学
董事连锁网络与独立董事治理：理论分析和实
证检验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630021 陈运森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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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公司品牌影响机制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2YJA630104 孙国辉 9 0.9

中央财经大学
基于结构突变的分数单积半参数统计推断及应
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028 邓露 7 0.7

中央财经大学 新型寿险产品内嵌期权定价与风险管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0YJC790406 周桦 4 0.4

中央民族大学 蒙古谚语文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751026 胡格吉夫 9 0.9

中央民族大学
中小学应对突发人身伤害事件的生命安全教育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0YJA880027 董文梅 9 0.9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院校差异教学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80092 苏玉成 9 0.9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中国社区矫正的法理研究——以国家理性和人
权发展为视阈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20026 贡太雷 8 0.8

中央戏剧学院 德国戏剧构作制度考察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60042 李亦男 7 0.7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类合作生成机制的博弈论分析与哲学思考—
—基于互惠利他理论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035 饶异 7 0.7

重庆大学
基于联盟组合开放式创新收益与成本的动因、
作用机理及治理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630061 江积海 8 0.8

重庆大学
基于动态逻辑语义理论的汉语跨句语义关系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720400

03
于宇 7 0.7

重庆工商大学
民国时期伪造之风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
以湖南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3YJCZH211 徐德莉 8 0.8

重庆工商大学 行政记录在人口数目估计中的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3YJA910004 胡桂华 8.5 0.8

重庆工商大学 乡村旅游开发中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XJC630007 李南洁 7 0.7

重庆工商大学 我国农业资本配置效率测度与区域差异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90220 薛薇 7 0.7

重庆工商大学
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结构对企业R&D投资行为
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630139 刘胜强 7 0.7

重庆理工大学 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1YJA810009 刘纯明 5 0.5

重庆师范大学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镇体系空间关联评价与优
化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055 高鑫 7 0.7

重庆师范大学 皮尔斯符号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752034 颜青 7 0.7

重庆师范大学
流浪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心理救助模式
研究——以重庆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190037 于璐 6 0.6

重庆文理学院
习惯法对（西南）民族地区产权制度移植与竞
合模式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1YJCZH043 谷继建 7 0.7

重庆文理学院
国内大众传媒对本土品牌偏见形成的启动效应
及干预对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2YJCZH283 张锐 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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