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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5YJC880083 王金玲 安徽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8 2020-06-23

2 16YJC790151 周弘 安徽财经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9 2020-06-22

3 16YJC630156 叶江峰 安徽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3 2020-06-16

4 17YJC790070 李静 安徽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8 2020-06-23

5 16YJC630012 程永宏 安徽工程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0 2020-06-28

6 16YJC630096 齐昕 安徽工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71 2020-06-29

7 16YJA740005 戴拥军 安徽工业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70 2020-06-29

8 17YJA710015 刘霞

北华航天工业

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65 2020-06-29

9 16YJC630024 高升好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1 2020-06-15

10 15YJA760025 孟彤 北京交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0 2020-06-15

11 16YJC760030 李怡 北京科技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9 2020-06-15

12 16YJA630053 王可山 北京物资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0 2020-06-23

13 17YJCZH125 马飞 长安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6 2020-06-16

14 16YJC630053 李倩 长安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9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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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7YJA860019 徐华东 大连海事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92 2020-06-22

16 14YJAZH093 许欣 大连海事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1 2020-06-03

17 15YJCZH198 杨光飞 大连理工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91 2020-06-22

18 16YJAZH083 朱志国 东北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6 2020-06-15

19 15YJC740017 付文慧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77 2020-06-29

20 16YJC820050 张欣

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76 2020-06-29

21 17YJA840005 黄勤锦

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6 2020-06-22

22 17YJA751012 侯体健 复旦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4 2020-06-15

23 16YJA710005 仇小敏 广东财经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13 2020-06-23

24 16YJC790033 黄金波 广东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2 2020-06-23

25 15YJA880071 王香丽 广东工业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5 2020-06-15

26 15YJC760040 黄蓓 广东工业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72 2020-06-22

27 17YJC630195 杨红玲

广东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6 2020-06-23

28 15YJC850020 叶远飘 广东医科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0 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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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5YJC740040 梁吉平 贵州财经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63 2020-06-22

30 16YJC820011 胡卫 贵州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64 2020-06-22

31 15YJAZH108 张孟媛 国际关系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2 2020-06-15

32 16YJC790102 王卫

哈尔滨理工大

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8 2020-06-03

33 16YJA790067 赵大伟

哈尔滨商业大

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7 2020-06-04

34 17YJC710034 金卓

哈尔滨商业大

学

著作;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22 无正式出版著作

35 18YJAZH128 张佳琳

哈尔滨商业大

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7 2020-06-03

36 18YJCGJW001 曾绍龙 杭州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1 2020-06-28

37 15YJC630192 郑秀田 杭州师范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52 2020-06-28

38 15YJC770002 蔡禹龙 河北金融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96 2020-06-22

39 15YJC751052 杨冬晓 河北科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2 2020-06-29

40 17YJCZH016 常亮

河北民族师范

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7 2020-06-23

41 17YJA630127 苑明海 河海大学 专利;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5 2020-06-28

42 17YJAZH124 张玉亮 河南工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5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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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7YJC870001 陈留院 河南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7 2020-06-29

44 16YJCZH114 吴丽娜

黑龙江工程学

院

专利;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6 2020-06-23

45 16YJC820002 陈红国 衡阳师范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90 2020-06-22

46 17YJAZH017 邓庄 衡阳师范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3 2020-06-15

47 15YJC790108 王利军 湖北工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7 2020-06-24

48 15YJA630053 邵天营 湖北经济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61 2020-06-29

49 16YJC790013 戴静 湖北经济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9 2020-06-16

50 18YJA820003 高荣林 湖北警官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7 2020-06-15

51 15YJA710010 江峰 湖北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5 2020-06-23

52 16YJCZH104 王小燕 湖南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1 2020-06-15

53 17YJC840006 陈政 湖南工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0 2020-06-22

54 17YJCZH258 赵先超 湖南工业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4 2020-06-03

55 16YJC710044 肖明

湖南环境生物

职业技术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4 2020-06-22

56 15YJC790028 胡锡亮 湖南科技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38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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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6YJA740017 金翰钧 湖州师范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39 2020-06-15

58 17YJAZH117 张红斌 华东交通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72 2020-06-29

59 17YJA740074 钟书能 华南理工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71 2020-06-22

60 16YJA790009 陈莹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2 2020-06-16

61 15YJCZH004 蔡文杰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1 2020-06-16

62 16YJC810010 姜庆志 华中农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7 2020-06-16

63 17YJCZH175 王任梅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3 2020-06-23

64 15YJA880062 童名文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23 无正式出版著作

65 16YJA740022 刘东虹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54 2020-06-16

66 17YJA760085 朱宇翔 华中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34 2020-06-23

67 15YJC770039 徐炳三 华中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5 2020-06-16

68 15YJC790152 张志远 吉林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0 2020-06-16

69 14YJC630177 余海晴 吉林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6 2020-06-16

70 17YJC740097 向大军 吉首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57 2020-06-16

第 5 页，共 15 页



序号
序号序号
序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批准号项目批准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依托高校

依托高校依托高校
依托高校 最终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最终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 结项情况

结项情况结项情况
结项情况 结项证书编号

结项证书编号结项证书编号
结项证书编号 审核日期

审核日期审核日期
审核日期 备注

备注备注
备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年6月结项情况一览表

71 17YJA790074 王志扬 集美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8 2020-06-24

72 14YJC710001 蔡伟红 济南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0JXZ0579 2020-06-22

73 14YJC740103 杨友文 济南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78 2020-06-22

74 17YJA870024 张群 江南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4 2020-06-15

75 15YJC880113 于书娟 江南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8 2020-06-22

76 15YJAZH061 山丽杰 江南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8 2020-06-16

77 15YJA710030 王平一 江南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5 2020-06-28

78 16YJA880070 周衍安

江苏建筑职业

技术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53 2020-06-16

79 16YJA630056 王志英 江苏科技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2 2020-06-03

80 15YJC630088 罗小芳 江苏科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2 2020-06-03

81 15YJA630043 罗栋梁 江苏师范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5 2020-06-22

82 15YJC752044 张琼 江西师范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9 2020-06-24

83 15YJCZH045 高凯 昆明理工大学

专利; 研究咨询报

告;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0 2020-06-29

84 16YJC630148 徐业坤 辽宁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99 202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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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5YJC740133 张明辉 辽宁师范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3 2020-06-03

86 15YJC710083 周浩集 聊城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63 2020-06-29

87 18YJC630038 巩振兴 聊城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4 2020-06-29

88 15YJC760129 张健 岭南师范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35 2020-06-23

89 15YJC751054 杨艳华 闽南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20 2020-06-15

90 15YJC630177 张庆民 南京财经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98 2020-06-22

91 15YJA790046 苗建军

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7 2020-06-28

92 18YJAZH028 胡启洲 南京理工大学 专利;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1 2020-06-23

93 17YJC760044 李若辉 南京林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9 2020-06-23

94 16YJC760082 朱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95 2020-06-22

95 16YJA740014 黄征 南京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94 2020-06-22

96 15YJC760024 段丽 南京晓庄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67 2020-06-22

97 17YJA760042 钱庆利 南京艺术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77 2020-06-22

98 15YJA840006 景杰 南京邮电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0 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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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7YJA870021 魏静 南京邮电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3 2020-06-22

100 15YJC710047 任铃 南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3 2020-06-28

101 15YJA630040 刘建华 南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6 2020-06-15

102 16YJC710043 吴世丽 南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8 2020-06-03

103 17YJA890008 何叙 南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3 2020-06-03

104 17YJA880033 吉明明 南通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9 2020-06-03

105 15YJC760016 崔雪冬

内蒙古师范大

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8 2020-06-28

106 16YJC751022 苏龙高娃

内蒙古师范大

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49 2020-06-28

107 19YJCZH092 李一 宁波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6 2020-06-28

108 17YJC790093 刘海明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9 2020-06-23

109 16YJC630070 刘健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1 2020-06-23

110 17YJC630077 梁霞 山东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0 2020-06-23

111 18YJC630196 吴恒亮 山东工商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0JXZ0589 2020-06-22

112 16YJAZH005 陈修岭

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9 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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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5YJC770045 张少筠 山东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97 2020-06-22

114 15YJA880054 史洁 山东师范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7 2020-06-23

115 15YJCZH046 高文静 山西财经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5 2020-06-23

116 15YJC810001 白雪娇 山西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2 2020-06-28

117 16YJC720027 张振东 山西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60 2020-06-16

118 15XJC810007 周厚琴 陕西师范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76 2020-06-22

119 17YJC630126 宋文豪 上海海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5 2020-06-04

120 17YJC630091 刘振锋 上海海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6 2020-06-04

121 17YJCGJW013 邹一峥 深圳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7 2020-06-22

122 15YJC190002 高秋凤 深圳大学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22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人的论文

不符合要求

123 15YJC630173 张蕾 深圳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0 2020-06-03

124 16YJCZH039 赖亚妮 深圳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9 2020-06-03

125 16YJA710021 王秀华

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8 2020-06-22

126 15YJC880005 陈光华 沈阳师范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4 20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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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5YJC740073 孙鹏飞 石河子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7 2020-06-15

128 17XJC730001 国威 四川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495 2020-06-03

129 17YJC760119 赵成清 四川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6 2020-06-03

130 17YJA630048 李跃宇 四川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1 2020-06-16

131 15YJC740102 吴晓龙 天津科技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8 2020-06-29

132 18YJCZH207 徐承萍 天津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18 2020-06-23

133 15YJC820077 张家琛

天津外国语大

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44 2020-06-16

134 17YJC710007 谌颖

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59 2020-06-29

135 16YJAZH071 叶明全 皖南医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4 2020-06-28

136 15YJC190021 徐华女 武汉大学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22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人的论文

不符合要求

137 16YJA790022 李艳丽 武汉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7 2020-06-03

138 18YJA870005 康存辉 武汉纺织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7 2020-06-29

139 15YJC880044 刘香菊 武汉纺织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6 2020-06-29

140 18YJA710003 操菊华 武汉工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2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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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7YJC740015 邓军涛 武汉工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41 2020-06-15

142 15YJC860042 张梅贞 武汉工商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4 2020-06-23

143 16XJA630003 贾俊秀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3 2020-06-15

144 18XJC790021 郑耀群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0JXZ0641 2020-06-28

145 15YJC710073 张斯珉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

著作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03 无正式出版著作

146 16XJC860004 王翔 西安体育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4 2020-06-28

147 16YJC740007 陈建明

西安外国语大

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3 2020-06-15

148 17YJC760094 王秀丽

西安外国语大

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2 2020-06-15

149 15YJA740037 石春让

西安外国语大

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6 2020-06-15

150 17YJC751032 苏永前

西安外国语大

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29 2020-06-15

151 18YJCZH180 王晓明

西安外国语大

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8 2020-06-15

152 15YJC740043 刘锋

西安外国语大

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28 2020-06-15

153 17YJC790158 王欣亮 西北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40 2020-06-15

154 15YJC630170 张洁 西北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8 20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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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7YJA790102 朱玉春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2 2020-06-23

156 15XZJC880001 张兆基 西藏民族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0JXZ0480 2020-06-02

157 14YJC850010 刘玉皑 西藏民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8 2020-06-04

158 15YJC630031 何丹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19 2020-06-23

159 18YJC790112 路晓蒙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3 2020-06-23

160 17YJC630134 谭慧敏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6 2020-06-23

161 18YJC630202 夏常源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5 2020-06-23

162 18YJC790186 吴雨 西南财经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24 2020-06-23

163 18XJC790017 杨娜 西南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27 2020-06-23

164 19YJA760049 任平山 西南交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70 2020-06-22

165 14XJC790005 贺斌 西南政法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75 2020-06-29

166 17YJA630017 淦未宇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73 2020-06-29

167 17YJA710036 谢俊 西南政法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74 2020-06-29

168 15YJA790025 黄新华 厦门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602 2020-06-22

第 12 页，共 15 页



序号
序号序号
序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批准号项目批准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依托高校

依托高校依托高校
依托高校 最终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最终成果形式
最终成果形式 结项情况

结项情况结项情况
结项情况 结项证书编号

结项证书编号结项证书编号
结项证书编号 审核日期

审核日期审核日期
审核日期 备注

备注备注
备注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年6月结项情况一览表

169 14YJC710010 董兴艳 厦门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4 2020-06-22

170 16YJC790116 薛绍杰 厦门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1 2020-06-22

171 17YJC720014 李猛 厦门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03 2020-06-22

172 15YJA890022 闫艺 厦门理工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7 2020-06-15

173 16YJC880115 朱健 湘潭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91 2020-06-03

174 15YJC752030 唐蕾 盐城师范学院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48 2020-06-16

175 17YJC880051 李海龙 扬州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4 2020-06-15

176 15YJC880065 孙发勤 扬州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15 2020-06-15

177 15YJC880105 杨超 云南师范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69 2020-06-29

178 17YJA890005 段丽梅 运城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52 2020-06-16

179 15YJC820066 许昌 浙江工业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0JXZ0574 2020-06-22

180 15YJC790031 黄晶 浙江工业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73 2020-06-22

181 16YJA880042 王春燕 浙江师范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4 2020-06-04

182 15YJC740121 殷晓杰 浙江师范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25 202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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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15YJCZH170 王娟丽

浙江水利水电

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5 2020-06-03

184 15YJA630048 彭新敏 浙江万里学院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1 2020-06-23

185 15YJCZH116 孟玲 浙江万里学院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0 2020-06-23

186 17YJCZH047 高湘昀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3 2020-06-04

187 17YJC710027 黄少成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75 2020-06-22

188 17YJC790056 黄友星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1 2020-06-15

189 15YJA630032 李晓伟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16 2020-06-23

190 17YJCZH177 王伟 中国海洋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2 2020-06-15

191 16YJC790071 吕勇斌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56 2020-06-28

192 17YJA790032 黄漫宇

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93 2020-06-22

193 15YJA760054 张俊 中南大学

电子出版物; 研究

咨询报告;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30 2020-06-15

194 14YJC740028 何敏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著作 同意结项 2020JXZ0502 2020-06-04

195 17YJA740062 杨烈祥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01 2020-06-04

196 15YJC880118 喻永庆 中南民族大学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43 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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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15YJC870003 陈朋 中南民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486 2020-06-03

198 17YJC870019 肖鹏 中山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0 2020-06-22

199 15YJC630171 张俊生 中山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6 2020-06-22

200 15YJA790014 方建国 中山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1 2020-06-22

201 15YJC720018 马永康 中山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5 2020-06-22

202 16YJC72040001 刘海林 中山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582 2020-06-22

203 16YJC880014 郭佩文

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16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人的论文

不符合要求

204 16YJCZH119 武亮

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0-06-16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人的论文

不符合要求

205 17YJC820054 武腾 中央财经大学 论文 同意结项 2020JXZ0632 20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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