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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交通大学 陈锡喜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重大项目 20JHQ001

2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徐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青年传承读本整理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重大项目 20JHQ002

3 东南大学 卞绍斌 康德政治哲学研究 哲学 重大项目 20JHQ003

4 暨南大学 刘华 华文教育用分类分级词表研究 语言学 重大项目 20JHQ004

5 广东工业大学 胡飞 设计学方法体系与中国方案研究 艺术学 重大项目 20JHQ005

6 北京大学 胡少诚 早期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研究（1898-1937） 历史学 重大项目 20JHQ006

7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尹志超 中国家庭流动性约束研究 经济学 重大项目 20JHQ007

8 广西民族大学 曾鹏 北部湾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2008-2016) 经济学 重大项目 20JHQ008

9 中国政法大学 武长海 国际大宗商品现货与期货定价与监管比较研究 法学 重大项目 20JHQ009

10 中国政法大学 孙平华 国际人权话语中的中国声音研究 法学 重大项目 20JHQ010

11 中国传媒大学 段鹏 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发展策略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 重大项目 20JHQ011

12 辽宁大学 赵彦昌 嘉道咸三朝《黑图档》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重大项目 20JHQ012

13 西南政法大学 张春良 国际体育赛事法律问题研究 体育科学 重大项目 20JHQ013

14 广州大学 陈潭 社会5.0时代的智慧社会与智慧治理研究 管理学 重大项目 20JHQ014

15 西北大学 李纯青 品牌聚焦的力量研究 管理学 重大项目 20JHQ015

16 上海海洋大学 胡麦秀 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有关问题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重大项目 20JHQ016

17 电子科技大学 刘强 微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与传播策略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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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兰州大学 秦明月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18

19 北京理工大学 刘新刚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整体性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19

2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杨峻岭 当代中国大学生道德状况调查与分析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20

21 南昌航空大学 郭杰忠 新时代江西高质量发展有关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21

22 西安交通大学 刘占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论述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22

23 中国人民大学 刘志洪 面向局限性的人之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23

24 上海财经大学 刘光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设研究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20JHQ024

25 吉林大学 王庆丰 《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史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20JHQ025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李涛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翻译与注疏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20JHQ026

27 东南大学 刘作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系统释义》的翻译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20JHQ027

28 厦门大学 李仙飞 《黑格尔、尼采与哲学：论自由》（译著） 哲学 一般项目 20JHQ028

29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孙毅 当代隐喻学视域中汉英认知辞格一体化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20JHQ029

30 云南财经大学 赵小东
“同”义异构句法结构的集合——跨语言结构类型兼语句
法位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20JHQ030

31 西南大学 白小丽 东巴文辞典编撰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20JHQ031

32 中国人民大学 王建华 新中国七十年翻译活动社会学研究及数据库建设 语言学 一般项目 20JHQ032

33 北京语言大学 张美霞 语法化视野下的介词功能发展个案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20JHQ033

34 东华理工大学 顾明佳 《周易·系辞传》集校集注集评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34

35 江南大学 孙虹 词中老杜周邦彦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35

36 牡丹江师范学院 高春花 庚子事变诗歌辑笺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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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淮阴师范学院 葛志伟 《谷音》校注与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37

38 西北大学 韩理洲 陈子昂研究资料汇编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38

39 浙江师范大学 徐勇 “启蒙话语”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39

40 华东师范大学 朱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精神史个案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0

41 山东大学 杨慧
“内部他者”叙事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1931-1945）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1

42 中南大学 聂茂 中国新时期文学道路选择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2

43 北京联合大学 杨柳 北朝墓志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3

44 兰州理工大学 杨晓霭 北宋词应歌史话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4

45 天津大学 张黎明 汉唐古小说的植物叙事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5

46 广西艺术学院 谢仁敏 晚清南洋文社与华文文学的发生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6

47 东北师范大学 徐强 《叙事分析手册》翻译与研究 外国文学 一般项目 20JHQ047

48 中国传媒大学 史博公 新中国抗战题材电影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20JHQ048

49 云南艺术学院 杨军 滇剧传承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20JHQ049

50 中央戏剧学院 陈刚 中国演剧风格的思索与实践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20JHQ050

51 太原理工大学 张晓 太原徐显秀墓数字复原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20JHQ051

52 郑州大学 马国伟 周代吴越乐器句鑃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20JHQ052

53 南京大学 封钰 中国近现代美术学科史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20JHQ053

54 陕西师范大学 郭海文 大唐比丘尼的生命图谱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20JHQ054

55 兰州大学 储竞争 抗战时期甘宁青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20JHQ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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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四川师范大学 张兰星 16-17世纪的日欧贸易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20JHQ056

57 山东大学 苗威 蕃将在唐朝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20JHQ057

58 中央财经大学 哈战荣 “中英修约”史料整理与汇编研究（北洋政府时期） 历史学 一般项目 20JHQ058

59 中国药科大学 周茜 环境税改革的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59

60 浙江理工大学 覃琼霞 计量模型中的加总偏误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0

61 中央财经大学 樊勇 关税政策的经济学分析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1

62 大连理工大学 潘雄锋 中国省域能源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2

63 北京交通大学 付婷婷 促进合作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3

64 武汉大学 范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区域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互动机制研
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4

65 泉州师范学院 杨玉华 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模型与中国应用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5

66 湖南城市学院 周密 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机理及实证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6

67 东北财经大学 刘瑶
经济周期联动视角下全球价值链变革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
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20JHQ067

68 华中师范大学 黄振华 毛泽东《兴国调查》回访研究 政治学 一般项目 20JHQ068

69 北京师范大学 汪波 大数据背景下制度反腐与数字反腐的联动研究 政治学 一般项目 20JHQ069

7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徐凡 《尼克松传：人生》（译著） 政治学 一般项目 20JHQ070

71 中国政法大学 解志勇 行政法院建构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20JHQ071

72 上海交通大学 沈伟 中美经贸摩擦和国际经济秩序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20JHQ072

73 西南政法大学 梅傲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20JHQ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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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中央财经大学 朱晓峰 家庭关系传承与变革中的民法问题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20JHQ074

7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陈正健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权力问题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20JHQ075

7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贺三维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征研究 社会学 一般项目 20JHQ076

77 厦门大学 童敏 健康社会工作的文化实践研究 社会学 一般项目 20JHQ077

78 武汉科技大学 袁年兴 藏彝走廊西藏穆斯林研究 社会学 一般项目 20JHQ078

79 吉林大学 杨东亮 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实证检验 社会学 一般项目 20JHQ079

80 西南民族大学 白赛藏草西藏中部农业地区亲属制度研究 民族学与文化学 一般项目 20JHQ080

81 武汉大学 吴世文 社会记忆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历史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一般项目 20JHQ081

82 北京大学 王洪喆 溯源中国信息社会研究(1955-1984)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一般项目 20JHQ082

83 中国人民大学 朝乐门 数据故事化的模型及其实现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一般项目 20JHQ083

84 贵州财经大学 李筑艳 清水江文书平鳌古苗寨卷帙整理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一般项目 20JHQ084

85 华中师范大学 程三银 我国听障大学生高等融合教育研究 教育学 一般项目 20JHQ085

86 江南大学 权国龙 面向深度学习的可视化知识表征设计研究 教育学 一般项目 20JHQ086

87 东北师范大学 凡勇昆 中国留守儿童生存样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教育学 一般项目 20JHQ087

88 贵州师范大学 任胜洪 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研究 教育学 一般项目 20JHQ088

89 天津体育学院 李赞 基于功能诉求的体能训练内容体系构建研究 体育科学 一般项目 20JHQ089

90 西南大学 王金良 移动终端网络使用对青少年注意力与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心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0

91 天津商业大学 张恒超 交流手势认知研究 心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1

92 武汉大学 邓新明 动态竞争环境与企业竞争对抗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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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华中农业大学 曹祖毅 中国组织管理知识的理论化建构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3

9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郭海湘 应急救援队伍优化调配与合作救援仿真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4

95 天津城建大学 郭汉丁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项目风险共担与激励协同机理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5

96 华东师范大学 甘莅豪 公共危机责任政府道歉行为的话语修辞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6

97 浙江财经大学 杨雪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新城新区产城融合机制与路径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7

98 中国矿业大学 王德鲁 产能调控视阈下矿工保障问题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8

99 北京师范大学 焦豪 动态能力的多层次过程机制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20JHQ099

100 中山大学 曾国军 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形象研究 港澳台问题研究 一般项目 20JHQ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