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

批准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1 18JZD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章忠民

2 18JZD00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
课堂进学生头脑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王寒松

3 18JZD0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马艳

4 18JZD00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复旦大学 米博华

5 18JZD00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薛二勇

6 18JZD0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苏州大学 方世南

7 18JZD0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
究

上海交通大学 杜玉华

8 18JZD009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世飞

9 18JZD010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
内涵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刘儒

10 18JZD0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历史经
验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仝志辉

11 18JZD012 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 清华大学 史安斌

12 18JZD013 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研究 上海大学 王天恩

13 18JZD014 海外汉学中的中国哲学文献翻译与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

赵卫国

14 18JZD015
新时代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与发展方略
研究

武汉大学 赵世举

15 18JZD016 唐代文学制度与国家文明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陈飞

16 18JZD017 世界主要国家教材建设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李芒

17 18JZD018
汉语国际教育视野下的中国文化教材与数据库
建设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 于小植

18 18JZD019 非物质文化遗产美学研究 南京大学 高小康

19 18JZD020 徽班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浙江传媒学院 王平

20 18JZD021
中华诗词的语言艺术原理及其历史生成机制研
究

北京语言大学 韩经太

21 18JZD022 改革开放40年来大众媒介与社会思潮传播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李明德

22 18JZD023 我国古代治国理念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彭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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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8JZD024 近代救灾法律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赵晓华

24 18JZD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 南京大学 杨德才

25 18JZD026 海内外江汉关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湖北大学 吴成国

26 18JZD027 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 四川大学 李德英

27 18JZD028 日本右翼势力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孙立祥

28 18JZD029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北京大学 张辉

29 18JZD030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张利庠

30 18JZD031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攻坚战研究

吉林大学 孙德超

31 18JZD032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政策与机
制研究

华北电力大学 牛东晓

32 18JZD033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
的住房制度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虞晓芬

33 18JZD034 中美经贸合作重大问题研究 武汉大学 余振

34 18JZD035 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策略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王晓芳

35 18JZD036 加强宪法实施、教育和监督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范进学

36 18JZD037 推进国家监察全覆盖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陈伟

37 18JZD040 中美网络空间治理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 易继明

38 18JZD041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王军

39 18JZD042 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吴克昌

40 18JZD043 新时代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研究 厦门大学 高和荣

41 18JZD044 新时代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李国红

42 18JZD045 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张思锋

43 18JZD046
我国海外重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防范机制
研究

广西大学 王玉主

44 18JZD047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和实现程度研究 南开大学 尚虎平

45 18JZD048
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研
究

中国人民大学 聂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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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8JZD049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实施路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陈廷柱

47 18JZD050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刘志

48 18JZD051
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推进机制与成效评估
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刘念才

49 18JZD052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完善措施研究 厦门大学 郑若玲

50 18JZD053 中西部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办学水平研究 西南大学 陈时见

51 18JZD054 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严庆

52 18JZD055 新时代加强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 孟繁华

53 18JZD056
面向2035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
研究

浙江大学 任少波

54 18JZD058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 同济大学 门洪华

55 18JZD059 我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与海岛振兴战略研究 天津大学 刘家沂

56 17JZD037 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陈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