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高校名称 基地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在研项目编号

1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近代商业变迁与徽州商人转型研究 周晓光 安徽大学 11&ZD094

2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中华美学精神”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叶朗 北京大学 15ZDB021

3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西方哲学经典和名著解读 赵敦华 北京大学
13JJD720001、
13&ZD056

4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儒家经典整理与研究 刘玉才 北京大学 13&ZD107

5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东吴三惠研究 漆永祥 北京大学 12JJD770013

6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河 北京大学 13&ZD001

7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变异和接触机制研究 陈保亚 北京大学 14ZDB102

8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儿童青少年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及机制 陈英和 北京师范大学 14ZDB160

9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价值观基础理论研究 吴向东 北京师范大学
08JJD720039、
12&ZD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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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师教育质量的评价体系研究 李琼 北京师范大学 15JJD880006

11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师教育质量的基本理论研究 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 15JJD880005

12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跨文化视野下的民俗文化研究 董晓萍 北京师范大学 14JJD850010

13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跨文化视野下的海外汉字学研究 齐元涛 北京师范大学 13JJD740003

14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跨文化视角下的汉字理论与应用问题研究 王立军 北京师范大学
14JJD740005、
15ZDB096

15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字书在汉字文化
圈的传播研究

周晓文 北京师范大学 15ZDB104

16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西方古代学术名著译注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 11JJD770022

17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古代中国与西方史学重大理论问题比较研
究

易宁 北京师范大学 10JJD770006

18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及重大问
题研究

张越 北京师范大学 2009JJD770009

19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近代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周文玖 北京师范大学 10JJD770005

20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汉外语言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语言研究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
学

15JJD740004

21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东亚世界与“新文明体系”的形成 韩东育 东北师范大学 15ZDB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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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移民、流动性与美利坚文明研究 梁茂信 东北师范大学 15JJD770006

23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地中海裂变后西方（欧洲）文明的形成 王晋新 东北师范大学
2009JJD770011、
13&ZD103

24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以TPP、TTIP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新发展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研究

林桂军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12&ZD096

25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 陈学明 复旦大学 11&ZD065、16ZDA099

26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

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 王凤才 复旦大学
14JJD720007、
16ZDA001

27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心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代解读 张双利 复旦大学 15JJD710002

28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新型大国关系语境下的中美人文交流 刘永涛 复旦大学 12JJD810014

29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

资源配置效率、宏观调控成效与中国经济
可持续增长

陈诗一 复旦大学 14ZDB144

30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中心

走向适度增长：需求管理与结构改革 张军 复旦大学
10JJD790009、
15ZDA008

31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
究中心

外语能力测评研究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15JZD049

32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宋代（辽金）文物、文献搜集、整理
与地方社会研究

梁松涛 河北大学 16ZDA239

33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山西地区宋代(金元)碑刻资料搜集整理与
社会经济史研究

刘秋根 河北大学 14ZDB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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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

黄河中下游传统农耕文明现代转型的空间
分异与模式研究

苗长虹 河南大学 2009JJD790013

35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

斯捷潘诺夫语言文化思想系列研究与本土
化探索

李洪儒 黑龙江大学 10JJD740004

36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

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 刘锟 黑龙江大学 12JJD870001

37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与“欧亚伙伴关系”对接中
的中国定位与战略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11&ZD134

38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中国包容性城市发展思路研究 文军 华东师范大学 13&ZD043

39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现代汉语教学语法研究 谢晓明 华中师范大学 13JJD740012

40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东南亚华语语法研究 邢福义 华中师范大学 11&ZD128

41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动与阶层分化 魏文享 华中师范大学 16ZDA131

42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治理趋势与创新研
究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 18VSJ063

43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港台敦煌学史 郑阿财 兰州大学 15JJDZONGHE014

44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转型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格
局转型

李晓 吉林大学 15ZDA017

45 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

中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效果的研究 阮陆宁 南昌大学 15JJD79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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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
心

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理论与新型城镇化实
践研究

胡大平 南京大学 11&ZD089

47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
心

中国视野中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 张亮 南京大学 13&ZD070

48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

长江三角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创新发
展研究

洪银兴 南京大学 15ZDA060

49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战时中国社会研究 张生 南京大学 15ZDB049

50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金融开放战略与中国跨国公司成长 戴金平 南开大学 05JJD630025

51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全球价值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升级 葛顺奇 南开大学 2009JJD790026

52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FDI、经济结构调整与与增长转型 蒋殿春 南开大学 15JJD790017

53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与中
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

盛斌 南开大学 17JJDGJW008

54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 韩琦 南开大学 14JJD770012

55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研究

何自力 南开大学 12JJD790014

56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
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刘凤义 南开大学 15JJD790020

57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多样性：辽宋西夏金元明清的日常生活与
地方社会研究

常建华 南开大学 14ZDB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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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制度与生活：王朝秩序与唐五代以前的日
常生活研究

闫爱民 南开大学 12JJD770020

59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东南亚经济文化交流
史

聂德宁 厦门大学 14JJD770004

60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动力研究 李文溥 厦门大学 15ZDC011

61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与当代中国基层社
会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楚成亚 山东大学 15JJD710006

62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生态美学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曾繁仁 山东大学
14JJD720021、
16ZDA111

63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生态批评的理论问题及其中国化研究 程相占 山东大学
11JJD750014、
06JJD75011-44009

64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研究 王新生 山东大学 13&ZD075

65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对话视域中的以色列宗教与现代性研究 张平 山东大学 11JJD730004

66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量子的本质与现代物质观研究 高策 山西大学 16ZDA113

67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从边缘到中心：东亚城市带的历史与未来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 13&ZD094

68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西方汉学家与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道教形
象与性质研究

陈建明 四川大学 06JJD730004

69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日本道观珍藏汉语文献的回归整理与研究 詹石窗 四川大学 14ZDB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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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互渗研究 张泽洪 四川大学 15JJD730001

71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南亚地区安全与“一带一路”建设 张力 四川大学 14JJD810010

72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A 汉藏交流史 石硕 四川大学 10zd&110

73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中国民间习俗与汉语俗语研究 谭伟 四川大学 12JJD750013

74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宋元禅林文学东亚传播研究 周裕锴 四川大学 13JJD750014

75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巴蜀文化与东西两洋 段渝 四川师范大学 10&ZD087

76 四川师范大学 巴蜀文化研究中心 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文献汇辑与研究 房锐 四川师范大学 15JJDZONGHE033

77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驱动力研究 段进军 苏州大学 15JJDZONGHE015

78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生态文明语境下环境法的体系化发展 杜群 武汉大学 14ZDC030

79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生态文明与环境法的功能演变 柯坚 武汉大学 13JJD820009

80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生态文明与环境治理机制变革研究 吕忠梅 武汉大学 15ZDB177

81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司法服务与保障 王树义 武汉大学 14JJD8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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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发展道路研究

叶初升 武汉大学
13JJD790020、
16ZDA006

83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背景下西部沿线省区
与城市的经济发展绩效评价研究

任保平 西北大学 15ZDA012

84 西藏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古近代藏族十大女性研究 次旦扎西 西藏大学 11JJD850001

85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金融安全评估、预警与压力测试研究 聂富强 西南财经大学 12JJD790026

86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货币政策、审慎监管与金融安全研究 王擎 西南财经大学 18VSJ073

87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国际政治与金融安全研究 张宇燕 西南财经大学 14ZDA081

88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观反思 李佑新 湘潭大学 17ZDA006

89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大湄公河次区域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及其
关系的跨国比较研究

何明 云南大学
08JJD850209、
16ZDA151

90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历史词汇语义专题研究 王云路 浙江大学 15JJD740012

91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中古专类文献词汇研究——以道经、佛典
、史书为中心

俞理明 浙江大学 15JJDZONGHE013

92 中国传媒大学 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人才体系构建研究 高晓虹 中国传媒大学
12JJD860002、
15ZDA043

93 中国传媒大学 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研究 胡智锋 中国传媒大学 14ZDA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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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中国传媒大学 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主流媒体传播力绩效评估研究 喻国明 中国传媒大学 15JJD860007

95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比较视野下的伊斯兰与现代性 王宇洁 中国人民大学 14JJD730003

96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南北朝《涅槃经》注释书的综合研究 张文良 中国人民大学 15JJD730003

97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善治中若干重大关系研究 李建华 中南大学 16ZDA103

98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多重危机背景下欧盟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大
国外交的含义

房乐宪 中国人民大学 12JJD810006

99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政区设置与地方治理研究 华林甫 中国人民大学 12&ZD146

100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边疆治理模式研究 张永江 中国人民大学 10JJD770019

101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城乡人口协调发
展研究

陈卫 中国人民大学
15JJD840003、
15ZDC036

10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研究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 15JJD840006

103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
行模式研究

刘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
14JJD840006、
15ZDA045

104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面向数据科学的统计建模、应用与评价 田茂再 中国人民大学 15JZD015

105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发展 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 14ZDA001



序号 高校名称 基地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在研项目编号

106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
究

李本森 中国政法大学 14JJD820012

107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新类型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研究 谭秋桂 中国政法大学 13JJD820019

108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品牌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 彭学龙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2009JJD820017

109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基于地理数据系统的中国历史空间过程研
究

吴滔 中山大学
14JJD770015、
17ZDA192

110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群体互动的逻辑机制研究 刘虎 中山大学 14ZDB015

111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面向数学可定义性的模型论与递归论研究 赵希顺 中山大学 13&ZD186

112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
化研究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历史性质与
当代价值研究

马天俊 中山大学 12JJD710006

113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长江上游地区环境审计协同机制研究 孙芳城 重庆工商大学 15JJD79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