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高校名称 基地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项目编号

1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大陆与台湾诗学关系编年史 韩震军 安徽师范大学 17JJD750001

2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世界各国代议制度与中国人大制度比较研究 王磊 北京大学 17JJD820001

3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规制改革与政务公开研究 王锡锌 北京大学 17JJD820002

4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中古时期墓葬神煞研究 沈睿文 北京大学 17JJD780001

5 北京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国家治理理论研究 时和兴 北京大学 17JJD810001

6 北京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政府治理与市场监管改革研究 赵成根 北京大学 17JJD810002

7 北京大学 国家治理研究院 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 王丽萍 北京大学 17JJD810003

8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7至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 邓小南 北京大学 17JJD770001

9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基于语音多模态的语言本体研究 孔江平 北京大学 17JJD740001

10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中国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 顾春芳 北京大学 17JJD720009

11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汉语哲学 韩水法 北京大学 17JJD7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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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师教育教学质量研究 李森 海南师范大学 17JJD880001

13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师教育课程质量研究 王本陆 北京师范大学 17JJD880002

14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师教育质量保障的制度研究 周钧 北京师范大学 17JJD880003

15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战略研究 孙进 北京师范大学 17JJD880004

16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扩大来华留学政策研究 王英杰 北京师范大学 17JJD880005

17 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一带一路”不同类型国家教育制度与政策研究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17JJD880006

18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近现代文论话语的转型和嬗变研究 陈太胜 北京师范大学 17JJD740002

19
北京外国语大
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大数据视野下的外语及外语学习研究 梁茂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 17JJD740003

20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西方古典文明与古代近东文明的交往与融合 张强 东北师范大学 17JJD770002

21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全球经济治理互动关系研究 宋国友 复旦大学 17JJDGJW001

22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战略互动研究 吴心伯 复旦大学 17JJDGJW002

23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战略“新边疆”的互动与博弈 信强 复旦大学 17JJDGJW003

24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中国西部疆域的形成（600-1800年） 姚大力 复旦大学 17JJD770003

25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数字移动时代的都市民众媒介行为与地理空间：基于跨数据
平台和信息可视化

陆晔 复旦大学 17JJD860001

26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中介化实践——中国现代城市媒介史 孙藜 上海政法学院 17JJD860002

27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趋势与中国价值链地位提升研究 程大中 复旦大学 17JJD7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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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行业生产网络下创新保护与中国企业外贸竞争力提升研究 沈国兵 复旦大学 17JJD790002

29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空间集聚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范剑勇 复旦大学 17JJD790003

30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竞争力：研发激励与政策评估 陈钊 复旦大学 17JJD790004

31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结构变迁、城市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 章元 复旦大学 17JJD790005

32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外语能力发展研究 张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7JJD740004

33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宋代儒释道三教关系文献资料普查、整理与研究 闫孟祥 河北大学 17JJD770004

34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阿普列相语言学理论与现代汉语语义句法研究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 17JJD740005

35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阿鲁秋诺娃语言文化思想系列研究与本土化探索 周民权 黑龙江大学 17JJD740006

36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俄合作路径、模式与机制研究 姜振军 黑龙江大学 17JJDGJW004

37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长江经济带城际协同创新的格局、机理与推进策略研究 曾刚 华东师范大学 17JJD790006

38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城市群和城市网络协调发展研究 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 17JJD790007

39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大城市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吴瑞君 华东师范大学 17JJD790008

40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关键问题研究 王祖浩 华东师范大学 17JJD880007

41 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与干预模式研究 王瑞明 华南师范大学 17JJD190001

42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大学的兴起与演进 田彤 华中师范大学 17JJD770005

43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宗教的转型与发展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 17JJD77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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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现代汉语口语语法多层面多角度研究 姚双云 华中师范大学 17JJD740007

45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方言及汉语方言语法比较研究 汪国胜 华中师范大学 17JJD740008

46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朝鲜半岛形势变化与我国的对策 张慧智 吉林大学 17JJDGJW005

47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中俄蒙国家战略互动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于潇 吉林大学 17JJDGJW006

48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和理念创新 孙正聿 吉林大学 17JJD720002

49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 贺来 吉林大学 17JJD720003

50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新时期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潜力与实现路径研究 张屹山 吉林大学 17JJD790009

51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 丁一兵 吉林大学 17JJD630001

52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新石器时代的东北：文化、生业、社会研究 赵宾福 吉林大学 17JJD780002

53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理论研究 钱大军 吉林大学 17JJD820003

54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文化传统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李拥军 吉林大学 17JJD820004

55 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集成战略研究 狄乾斌 辽宁师范大学 17JJD790010

56 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绿色金融创新促进中部地区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研究 况学文 南昌大学 17JJD790011

57 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城乡协调发展下中部地区农村经济系统重构研究 徐兵 南昌大学 17JJD790012

58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抗战时期的文化与教育研究 朱庆葆 南京大学 17JJD770007

59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企业抗战史——轮船招商局与抗日战争史料整理及研究 李玉 南京大学 17JJD77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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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抗战研究（1931-1945） 马俊亚 南京大学 17JJD770009

61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长江三角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绿色发展研究 李晓春 南京大学 17JJD630002

62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学校公共生活的建构与公民品格的教育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 17JJD880008

63 南开大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 APEC问题决策咨询研究 孟夏 南开大学 17JJDGJW007

64 南开大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
亚太区域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促进的路径与策略研
究

盛斌 南开大学 17JJDGJW008

65 南开大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中国参与亚太区域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
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佟家栋 南开大学 17JJD790013

66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一战后日本的“转向”与对外战略误判研究 杨栋梁 南开大学 17JJD770010

67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全球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中心 高建 清华大学 17JJD630003

68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基于出口的技术学习 谢伟 清华大学 17JJD630004

69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戴木才 清华大学 17JJD710001

70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欧阳军喜 清华大学 17JJD710002

71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跟踪调查与分析 桂勇 复旦大学 17JJD710003

72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基于数据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政策与机制研究 张希良 清华大学 17JJD630005

73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数据驱动的商务分析与模式创新 陈国青 清华大学 17JJD630006

74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别敦荣 厦门大学 17JJD880009

75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新形势下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法治路径研究 彭莉 厦门大学 17JJDGA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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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再拓展 龚敏 厦门大学 17JJD790014

77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中华美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建构 王德胜 首都师范大学 17JJD720010

78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艺价值观建设研究 谭好哲 山东大学 17JJD720011

79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与民主社会主义新变化研究 刘玉安 山东大学 17JJD710004

80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古代犹太教与早期儒学比较研究 傅有德 山东大学 17JJD730001

81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汉代易学与汉代的经学哲学 王新春 山东大学 17JJD720004

82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进化的本质与现代生命观研究 王姝彦 山西大学 17JJD720005

83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西北地区生态安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方兰 陕西师范大学 17JJD790015

84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发展方式研究（1368—2010） 刘景纯 陕西师范大学 17JJD770011

85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西北地区后贫困时期农村金融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 刘明 陕西师范大学 17JJD790016

86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西北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研究 侯甬坚 陕西师范大学 17JJD770012

87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百年新诗学案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 17JJD750002

88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散佚诗集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毛迅 首都师范大学 17JJD750003

89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A 新时期汉藏交流现状及特点研究（改革开放至今） 徐君 四川大学 17JJD850001

90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南亚宗教问题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李涛 四川大学 17JJDGJW009

91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学术史 邹一清 四川师范大学 17JJD7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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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城乡规划法》实施状况评估及完善对策研究 胡玉鸿 苏州大学 17JJD820005

93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学生心理健康的家庭影响因素及干预研究 吴捷 天津师范大学 17JJD190002

94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国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强月新 武汉大学 17JJD860003

95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西部社会治理 石义彬 武汉大学 17JJD860004

96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维护中国国家权益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杨泽伟 武汉大学 17JJD820006

97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大数据资源的制度规制和国家治理研究 冉从敬 武汉大学 17JJD870001

98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大数据资源的挖掘与服务研究——面向医疗健康领域 陆泉 武汉大学 17JJD870002

99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农村金融创新研究 陈志刚 武汉大学 17JJD790017

100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互联网+”汉字字源学习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华夏民族认同研
究

张诗亚 西南大学 17JJD190003

101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B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 孙慧 新疆大学 17JJD850002

102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昆曼公路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类学研
究

周永明 云南大学 17JJD850003

103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研究 丁关良 浙江大学 17JJD790018

104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互联网经济视阈下流通产业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郝云宏 浙江工商大学 17JJD790019

105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国内外市场一体化中的流通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李怀政 浙江工商大学 17JJD790020

106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理论分析框架及政策选择 高德步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790021

107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中国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战略推进中的体制性障碍因素分析与
突破途径

张杰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79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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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欧洲社会思潮的变化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段忠桥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GJW010

109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多重危机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与德国的政策走向
Maximilian
Mayer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GJW011

110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动向与中欧经贸合作研究 彭刚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GJW012

111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退欧背景下英国与欧盟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王明进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GJW013

112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伦理路径研究 王莹 河北经贸大学 17JJD720006

113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伦理视域下中西政治文明比较研究 葛晨虹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720007

114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困境家庭儿童健康问题研究 杜本峰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840001

115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大数据时空微结构统计方法及经济运行与社会活动风险精确
监测研究

赵彦云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910001

116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研究 祁美琴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770013

117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研究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840002

118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债与合同法改革研究 姚辉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820007

119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微传播时代网络舆情演变机制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钟新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860005

120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岳希明 中国人民大学 17JJD790023

121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重点问题研究 肖建华 中国政法大学 17JJD820008

122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研究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 17JJD820009

123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研究 高家伟 中国政法大学 17JJD8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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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公私并举：中国传统法律维护私权益的原则性与调整方式的
多样性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 17JJD820011

125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公正与和谐：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朱勇 中国政法大学 17JJD820012

126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7JJD820013

127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研究 黄玉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7JJD820014

128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港澳经济结构重建与多元化发展研究 陈广汉 中山大学 17JJDGAT002

129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港澳与内地社会整合及包容发展研究 刘祖云 中山大学 17JJDGAT003

130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山地、流域与族群社会：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多样性
与社会变迁研究

张应强 中山大学 17JJD850004

131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研究 宋俊华 中山大学 17JJD850005

132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社会规范的逻辑与认知研究 熊卫 中山大学 17JJD720008

133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农业生产风险评估研究 张峭 中央财经大学 17JJD910002

134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多维贫困视角下少数民族反贫困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张丽君 中央民族大学 17JJD850006

135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西南多民族生死观与民俗考察研究 徐新建 四川大学 17JJD730002

136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我国金融安全影响机制研究 刘锡良 西南财经大学 17JJD79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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