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高校名称 基地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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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 邓小军 安徽师范大学 18JJD750001

2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大陆与台湾关系诗歌选注 郭自虎 安徽师范大学 18JJD750002

3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研究 陈岗龙 北京大学 18JJD750003

4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与西亚北非的文学艺术交流研究 林丰民 北京大学 18JJD750004

5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学和文化交流研究 吴杰伟 北京大学 18JJD750005

6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带的形成与发展研究 徐天进 北京大学 18JJD780001

7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现代汉语共同语历史研究 郭锐 北京大学 18JJD740001

8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基于上古汉语语义知识库的历史语法与词汇
研究

胡敕瑞 北京大学 18JJD740002

9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汉语意合语法框架下的词汇语义知识表示及
其计算系统研究

袁毓林 北京大学 18JJD740003

10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
究中心

竞争政策对电力产业的适用性与难点问题研
究

叶泽 长沙理工大学 18JJD790001

11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
究中心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轨迹和理论创新研究 于左 东北财经大学 18JJD790002

12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
院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基本类型与模型建构研究 邬志辉 东北师范大学 18JJD88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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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心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邹诗鹏 复旦大学 18JJD710001

14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媒介哲学：新技术、城市化背景下的中国传
播理论与范式创新研究

孙玮 复旦大学 18JJD860001

15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企业融资与技术进步研究 寇宗来 复旦大学 18JJD790003

16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
心

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与文化建设研
究

姜义华 复旦大学
18JJDZONGHE
001

17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
心

系列古文字专题数据库建设 刘志基 华东师范大学 18JJD740004

18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文化发展理念的哲学创新
研究

邴正 吉林大学 18JJD720001

19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哲学理念创新研究 孙利天 吉林大学 18JJD720002

21 辽宁师范大学 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海洋地缘环境解析
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韩增林 辽宁师范大学 18JJD790005

22 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中心

协调视阈下中部地区绿色发展竞争力研究 傅春 南昌大学 18JJD790006

23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
究中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体系研究

尚庆飞 南京大学 18JJD710002

24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
究中心

数字化“马藏”：数字化基础上的马克思恩
格斯原始文献典藏与研究

张异宾 南京大学 18JJD710003

25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中国德育数据库建设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18JJD880002

26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生活德育视野下的德育课程开发与跟踪研究 张华 南京师范大学 18JJD880003

27 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相机治理、决策者行为与制度匹配研究 李建标 南开大学 18JJD6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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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公司治理决策机制研究 马连福 南开大学 18JJD630002

29 南开大学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
国有企业治理转型中的多重逻辑、分类治理
与机制演化研究

武立东 南开大学 18JJD630003

30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近现代日常生活研
究

李金铮 南开大学 18JJD770001

31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编年史 范宏伟 厦门大学 18JJD770002

32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高等学校分类设置与质量提升研究 史秋衡 厦门大学 18JJD880004

33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质量保障机
制建设研究

王洪才 厦门大学 18JJD880005

34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与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增长
研究

林致远 厦门大学 18JJD790007

35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研究 卢盛荣 厦门大学 18JJD790008

36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政府会计和报告模式变革与公共资源管控研
究

李建发 厦门大学 18JJD790009

37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世界社会主义格局变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创新发展研究

蒋锐 山东大学 18JJD71000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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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 18JJD730001

39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无穷的本质与数学实在性研究 冯琦 山西大学 18JJD720003

40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大脑的本质与现代认知观研究 殷杰 山西大学 18JJD720004

41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简政放权与会计、财务问题研究 靳庆鲁 上海财经大学 18JJD79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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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新闻媒体报道与会计、财务问题研究 李增泉 上海财经大学 18JJD790011

43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国与南亚人文交流
研究

尹锡南 四川大学 18JJD810001

44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
心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创新研究 田晓明 苏州科技大学 18JJD630004

45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认知及脑机制研究 白学军 天津师范大学 18JJD190001

46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家庭
农场研究

郭熙保 武汉大学 18JJD790012

47 西藏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西藏的实践和发展研究 赵君 西藏大学 18JJD850001

48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
究中心

“互联网+”背景下西南地区跨境民族教育发
展研究

倪胜利 西南大学 18JJD880006

49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
究中心

“互联网+”时代民族地区特色教育理论与
实践模式研究

孙振东 西南大学 18JJD880007

50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研究

李雅兴 湘潭大学 18JJD710005

51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毛泽东研究基础史料补遗、整理与研究 李永春 湘潭大学 18JJD710006

52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互联网经济视阈下基于协同价值创造的商贸
物流生态系统重构研究

肖亮 浙江工商大学 18JJD790013

53 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
互联网经济视阈下中国分销渠道体系重构及
竞争力提升研究

郑勇军 浙江工商大学 18JJD790014

54 中国传媒大学 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 18JJD860002

55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

中国民法典评注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 18JJD8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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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满汉关系视野下的国家治理研究 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 18JJD770003

57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边疆发展研究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 18JJD840001

58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
究院

“十三五”时期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与
转型问题研究

陈彦斌 中国人民大学 18JJD790015

59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
究院

产业结构演化视角下的中国生态文明与绿色
发展研究

林岗 中国人民大学 18JJD790016

60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促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研究

曹新明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18JJD820002

61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从地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转变——中国城市
转型研究

周大鸣 中山大学 18JJD840002

62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基于符号化学习的推理系统研究 鞠实儿 中山大学 18JJD720005

63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
现代化研究所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展研究 徐俊忠 中山大学 18JJD710007

64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长江上游地区典型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研究

黄大勇 长江师范学院 18JJD790017

65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 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体系研究 文传浩 重庆工商大学 18JJD79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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