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年3月结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依托高校 项目类别 最终成果形式 结项情况 结项证书编号 审核日期 备注

1 19YJAZH031 胡联 安徽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1JXZ0336 2021-03-11

2 16YJC780001 崔名芳 安徽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1 2021-03-05

3 17YJC790133 孙俊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9 2021-03-10

4 18YJA630003 蔡中华 北京化工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30 2021-03-10

5 18YJCZH134 牛红丽 北京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2 2021-03-18

6 18YJA880048 李兴洲 北京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7 2021-03-23

7 17YJC770020 穆阿妮 北京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0 2021-03-15

8 15YJA890018 王长权 北京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2 2021-03-08

9 19YJA890026 武冬 北京体育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1-03-15 无正式出版著作

10 16YJC730001 华海燕 重庆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17 2021-03-04

11 15YJA790026 姜春海 东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39 2021-03-11

12 16YJA790006 陈菁泉 东北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8 2021-03-02

13 17YJA630109 吴芃 东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1 2021-03-30

14 16YJA752010 刘须明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1-03-29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人

的论文不符合要求

15 16YJA880058 杨晓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04 2021-03-30

16 16YJC630064 林健 福建农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15 2021-03-04

17 17YJC760065 沈伟棠 福建农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14 202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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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YJC740087 张道振 广东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6 2021-03-23

19 18YJA770005 李永芳 广东科技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28 2021-03-10

20 18YJA751021 刘先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4 2021-03-10

21 17YJAZH021 段伟常 广州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8 2021-03-15

22 19YJAZH040 李飞龙 贵州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8 2021-03-30

23 14YJC770002 陈朴 哈尔滨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9 2021-03-02

24 15YJC840021 刘晓静 河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8 2021-03-23

25 18YJC710053 南大伟 河南理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70 2021-03-23

26 16YJC760024 李慧国 河西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13 2021-03-04

27 17YJAZH074 汤中明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0 2021-03-30

28 18YJA810002 彭华 湖北工程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16 2021-03-04

29 16YJC890002 蔡艺 湖南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3 2021-03-18

30 15YJCZH131 邱致燕 湖南中医药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7 2021-03-23

31 17YJCZH257 赵荣钦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75 2021-03-23

32 17YJC190031 张亚 华东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5 2021-03-30

33 16YJA820011 李凌云 华东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6 2021-03-30

34 18YJAGJW004 何奇松 华东政法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5 2021-03-30

第 2 页，共 8 页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年3月结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依托高校 项目类别 最终成果形式 结项情况 结项证书编号 审核日期 备注

35 17YJC820015 胡帮达 华中科技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1 2021-03-22

36 18YJA760045 孙刚 华中科技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19 2021-03-04

37 16YJC790052 李燕 怀化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专利; 研究咨询报

告;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0 2021-03-25

38 18YJC630207 邢楠 吉林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1JXZ0410 2021-03-30

39 16YJA790023 刘柏 吉林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5 2021-03-02

40 17YJA752018 王予霞 集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78 2021-03-25

41 17YJA790012 陈蕾 集美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77 2021-03-25

42 19YJC880112 杨岭 集美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76 2021-03-25

43 16YJC760034 林家立 江汉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5 2021-03-15

44 18YJC630212 徐炜 江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2 2021-03-30

45 18YJC760139 章馨方 江苏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74 2021-03-23

46 15YJC740105 夏志华 江苏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20 2021-03-04

47 17YJC790214 朱丽莉 金陵科技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10 2021-03-03

48 19YJC890052 阎朝兵 九江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5 2021-03-30

49 17YJC720004 方明 辽宁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23 2021-03-31

50 18YJC810005 聂飞 洛阳师范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0 2021-03-19

51 16YJA880055 杨广晖 南昌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14 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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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9YJA710021 李骏 南京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4 2021-03-23

53 17YJC790063 蒋彧 南京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13 2021-03-30

54 18YJA880029 黄华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4 2021-03-15

55 16YJCZH115 吴曼 南京林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3 2021-03-22

56 17YJA790104 邹伟 南京农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1JXZ0373 2021-03-23

57 18YJC880133 张岩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

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7 2021-03-30

58 17YJC751039 王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79 2021-03-25

59 18YJC630232 郁雯珺 宁波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4 2021-03-02

60 18YJC770017 连晨曦 莆田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18 2021-03-04

61 15YJA880049 庞守兴 曲阜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3 2021-03-02

62 17YJC840019 康传坤 山东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9 2021-03-30

63 17YJC790165 吴琼 山东财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研究咨询报

告
同意结项 2021JXZ0408 2021-03-30

64 17YJC710059 马明冲 山东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72 2021-03-23

65 19YJA710025 刘雅静 山东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71 2021-03-23

66 17YJA760076 张剑 山东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12 2021-03-03

67 16YJC710032 马莲 山东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11 2021-03-03

68 17YJA740011 范慧茜 山东工商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2 202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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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17YJA190004 高峰强 山东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9 2021-03-18

70 18YJA630145 张苏串 山西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2 2021-03-22

71 16YJCZH054 梁振华 山西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42 2021-03-15

72 16YJA890001 池爱平 陕西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2 2021-03-25

73 16YJA740023 卢惠惠 上海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02 2021-03-30

74 18YJA630059 李燚 上海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0 2021-03-02

75 16YJCZH025 韩蕾 上海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6 2021-03-30

76 17YJC880131 张新培 上海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4 2021-03-18

77 18YJA790036 黄国妍 上海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9 2021-03-30

78 18YJC910010 邱路 上海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8 2021-03-30

79 17YJC760122 周韧 上海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97 2021-03-30

80 17YJA790061 马海峰 上海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27 2021-03-10

81 17YJC880059 廖青 上海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6 2021-03-10

82 16YJA740033 王艳红 上海外国语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0 2021-03-30

83 16YJC860016 孙健 上海政法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4 2021-03-30

84 15YJA740003 卞仁海 深圳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91 2021-03-30

85 16YJC190003 邓欣媚 深圳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3 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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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17YJA760044 舒惠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34 2021-03-10

87 16XJJC840001 武晓雯 石河子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6 2021-03-18

88 16XJJCZH001 刘涛 石河子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1JXZ0355 2021-03-18

89 17XJC780001 黎海超 四川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18 2021-03-31

90 17YJC790104 吕一清 四川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17 2021-03-30

91 17YJA850004 李祥林 四川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16 2021-03-30

92 19YJC710077 魏泳安 四川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8 2021-03-18

93 16YJA740051 左红珊 四川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37 2021-03-11

94 15YJC630081 刘云强 四川农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25 2021-03-10

95 17YJC760086 汪许莹 苏州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35 2021-03-10

96 15YJC880135 张晓蕾 天津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1 2021-03-15

97 14YJA870007 刘时觉 温州医科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51 2021-03-17

98 16YJC190031 张文娟 武汉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57 2021-03-18

99 17YJA760032 刘春阳 武汉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40 2021-03-15

100 16YJC890025 谢斯 武汉体育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20 2021-03-31

101 17YJC760033 雷桐 西安工程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电子出版物;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9 2021-03-15

102 17XJA890002 贺京周 西安交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33 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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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7YJC790068 李江龙 西安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32 2021-03-10

104 17XJC740002 雷黎明 西北师范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3 2021-03-30

105 19YJC820070 张超汉 西北政法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06 2021-03-30

106 19YJC760090 孙虎 西华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89 2021-03-30

107 17YJC790119 乔高秀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1-03-23 无正式出版著作

108 16YJC630080 刘玉焕 西南交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31 2021-03-10

109 17YJC710024 洪楼 厦门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7 2021-03-02

110 17YJC850010 唐先滨 新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11 2021-03-30

111 18YJC760114 杨曙光 徐州工程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电子出版物;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12 2021-03-30

112 17YJA752002 程家惠 右江民族医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著

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84 2021-03-29

113 17YJC810013 侣传振 浙大城市学院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7 2021-03-15

114 17YJA910003 张彩伢 浙大城市学院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6 2021-03-15

115 17YJA820025 童列春 浙江工商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22 2021-03-31

116 17YJC860008 李蓉 浙江工商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421 2021-03-31

117 16YJAZH065 夏颖翀 浙江工业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电子出版物; 研究
咨询报告;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83 2021-03-26

118 17YJC630011 陈侃翔 浙江工业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38 2021-03-11

119 17YJA890002 戴艳 浙江师范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81 2021-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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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1年3月结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依托高校 项目类别 最终成果形式 结项情况 结项证书编号 审核日期 备注

120 19YJAZH016 方浩
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6 2021-03-02

121 17YJC630095 卢良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43 2021-03-15

122 16YJA790059 叶康涛 中国人民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不符合免予鉴
定结项要求

2021-03-08
项目负责人为第一署名人

的论文不符合要求

123 17YJA630011 邓子梁 中国人民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01 2021-03-02

124 20YJCZH149 王秉 中南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93 2021-03-30

125 18YJC850012 李锦云 中南民族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同意结项 2021JXZ0419 2021-03-31

126 17YJC790112 欧阳艳艳 中山大学 青年基金项目 论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369 2021-03-23

127 16YJA720006 郁欣 中山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著作 同意结项 2021JXZ0365 2021-03-23

128 17YJA630128 翟进步 中央财经大学 规划基金项目
研究咨询报告; 论

文
同意结项 2021JXZ0415 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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