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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南 大 学 社 会 科 学 处  
 

校社科〔2016〕8 号 

                             
 

关于发布 2016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人文社科)

基础扶持立项项目结果的通知 

 
各相关院系，各相关项目负责人：  

经社科处审核并向全校公示，报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领导小组批准，

以下项目列入 2016 年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人文社科基

础扶持项目（名单见附件 1）。科研经费由财务处统一拨付。 

各项目负责人须按照《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细则》等文件的要求，严格执行研

究计划和经费预算，规范使用科研经费，按时提交《项目任务书》、《年度

进展报告》；研究任务完成后提交《结题报告》，及时办理结项。 

1.基础扶持项目研究周期原则上为 2年。2016年 12月进行年度检查，

2017 年 12月验收结项（验收标准见附件 2）。逾期不能结项的须提交延期

申请，说明项目进展、延期原因和结项时间。 

2.项目经费全额下达。根据校财字［2016］4 号文件规定，经费使用





1 2242016S20001 基础扶持一 加拿大纽芬兰地区华人的艺术生活研究 李  牧 艺术学院 3

2 2242016S20002 基础扶持一
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当代艺术
产业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崔之进 艺术学院 3

3 2242016S20003 基础扶持一 吴地魂瓶研究 李  鹏 艺术学院 3

4 2242016S20004 基础扶持一 麦克卢汉艺术传播思想的当代解读 朱广宇 艺术学院 3

5 2242016S20005 基础扶持一
类型思维下非法经营罪“相对扩张”适用研
究

杨志琼 法学院 3

6 2242016S20006 基础扶持一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基础研究 高  翔 法学院 3

7 2242016S20007 基础扶持一
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面临的法律风险与防
控机制研究

杨  洁 法学院 3

8 2242016S20008 基础扶持一
良法视野下“认识错误”理论的
刑法重塑研究

梁云宝 法学院 3

9 2242016S20009 基础扶持一
互联网领域我国宪法第35条解释与适用问题
研究

陈道英 法学院 3

10 2242016S20010 基础扶持一 互联网金融监管创新研究 易  波 法学院 3

11 2242016S20011 基础扶持一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电子商务服务
竞争机制及对策研究

丁  溢  经济管理学院 3

12 2242016S20012 基础扶持一
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服务型制造商业
模式的结构特征、类型划分及对企业
绩效的权变作用机理研究

王  翔  经济管理学院 3

13 2242016S20013 基础扶持一 互联网金融的信用甄别和风险控制机制研究 高彦彦  经济管理学院 3

14 2242016S20014 基础扶持一
面向医疗健康服务决策的大数据关联
分析与建模研究

李  敏  经济管理学院 3

15 2242016S20015 基础扶持一
P2P互联网借贷平台信用风险形成机制及其评
级研究

朱冬梅  经济管理学院 3

16 2242016S20016 基础扶持一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银行资本结构与银行绩效
动态关系研究

李绍芳  经济管理学院 3

17 2242016S20017 基础扶持一
产品市场竞争战略、市场竞争和
盈余管理

吴  芃  经济管理学院 3

18 2242016S20018 基础扶持一 新时期文学中的独生子女伦理 李  玫 人文学院 3

19 2242016S20019 基础扶持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批判实在论方法 蒋天婵 人文学院 3

20 2242016S20020 基础扶持一
混合式学习模式下的多模态话语意义
建构及互动效果研究

吴  婷 外国语学院 3

21 2242016S20021 基础扶持一
二语与一语者英语复合词加工机制的
对比研究

李  黎 外国语学院 3

22 2242016S20022 基础扶持一
基于多源流框架的全球化时代日本
外语战略形成过程研究

吴未未 外国语学院 3

23 2242016S20023 基础扶持一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中日朝称谓语
比较研究

宋善花 外国语学院 3

24 2242016S20024 基础扶持一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危机及
空间正义问题研究

毛彩凤 外国语学院 3

25 2242016S20025 基础扶持一 空间生产视域下的城乡不平衡发展研究 孙登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26 2242016S20026 基础扶持一 当代美德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研究 孙会娟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人文社科）基础扶持立项项目
附件1

序号 项目编号 负责人 所在单位
经费
(万）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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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242016S20027 基础扶持一 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研究 袁利宏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28 2242016S20028 基础扶持一 情绪调节的电生理研究 杨元魁  学习科学中心 3

29 2242016S20029 基础扶持一
自然语境下留学生转喻理解的
认知实验研究

曹燕黎  海外教育学院 3

合计 87

30 2242016S20030 基础扶持二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二元人格结构研究 王玲艳 物理系 0.4

31 2242016S20031 基础扶持二
组织边界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基于江苏的经验研究

王  铮 经管学院 0.2

32 2242016S20032 基础扶持二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模式的探索 纪  静 吴健雄学院 0.2

33 2242016S20033 基础扶持二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文化哲学：
以发展问题为中心的哲学思考

涂亚峰 马克思主义学院 0.2

34 2242016S20034 基础扶持二
社会大环境对儿童的害羞-抑制行为的
影响

张光珍 学习中心 0.2

35 2242016S20035 基础扶持二 刘少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奚杜新 研究生院 0.2

36 2242016S20036 基础扶持二 中唐价值观念的转型与文学革新研究 刘占召 人文学院 0.2

37 2242016S20037 基础扶持二
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与教育
对策研究

张  静 学生处 0.2

38 2242016S20038 基础扶持二
如何将传统文化经典运用到高校
德育工作中

王  荣 学工部 0.2

39 2242016S20039 基础扶持二
新时期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现状调查与对策
分析

宋晓燕 数学系 0.2

40 2242016S20040 基础扶持二
提升我国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质量的
对策研究：基于多学科的理论框架

郭城 人事处 1

41 2242016S20041 基础扶持二 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构建研究 耿有权 经管学院 0.3

42 2242016S20042 基础扶持二 动漫人才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研究 章旭清 艺术学院 0.3

43 2242016S20043 基础扶持二 面向教育应用的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研究 刘  云 学习中心 0.2

44 2242016S20044 基础扶持二
以医学院校师生为依托的城市社区健康教育
模式研究

孙子林 临床医学 0.2

45 2242016S20045 基础扶持二
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创新系统关照下的视角

张  胤 高教所 0.2

46 2242016S20046 基础扶持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
政府伦理建设研究

高晓红 人文学院 0.4

47 2242016S20047 基础扶持二 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宇业力 学生工作处 0.4

48 2242015S20081 基础扶持二
国内市场规模对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作
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冯 伟 经管学院 1.5

49 2242015S20058 基础扶持二 基于大数据的艺术传播实证研究 张 顺 艺术学院 1

50 2242015S32005 基础扶持二 戏曲与中国小说研究 徐子方 艺术学院 0.65

51 2242015S30039 基础扶持二 近代公共领域的公民道德启蒙及其异化研究 范志军 人文学院 1

52 2242015S22025 基础扶持二 新媒体在学生资助工作中的应用研究 江雪华 学生处 0.65

53 2242015S22019 基础扶持二 孤残儿童福利事业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 廖静如 人文学院 0.3

合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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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人文社科） 

项目验收标准 

 

一、基础扶持基金 

研究周期 2年，资助经费 2-3万元。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中国

社会科学》或 SSCI/AHCI论文或本学科最高级刊物论文 1篇；或发表 CSSCI论文

2篇；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教育厅指导项目获基本业务费资助的，通过

教育厅验收获得结项；或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 CSSCI论文 2篇；或主持获

得省部级以上项目。 

二、重大引导基金 

研究周期 2年，资助经费 3-5万元。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中国

社会科学》或 SSCI/AHCI论文或本学科最高级刊物论文 1篇，或发表 CSSCI论文

2篇，同时其课题组成员作为第一署名人发表论文 2篇；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

项目。 

三、省部级基地（含协同创新中心、智库、创新团队等） 

综合考核基地年度建设情况，包括该基地课题的研究成果与获奖、基地成员

获得省部级项目及经费、基地团队与人才培养、学术活动开展与智库建设等。每

年 12月提交 1份基地建设报告。 

基地年度课题。研究周期 2年，每项 2-5万元。项目负责人作为第一署名人

发表《中国社会科学》或 SSCI/AHCI论文或本学科最高级刊物论文 1篇以上；或

CSSCI论文 2篇；或主持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 

二、年检与验收 

获资助项目，当年年检，次年结项。每年 12月 20日前项目负责人提交《年

度检查报告》或《结题报告》1份，后附相关成果复印件（论文封面、目录、首

页），经所在院系审核盖章后报送社科处。成果须按照要求标注。 

如不能按期结项，或有重要事项变化，项目负责人须提交书面变更申请 1

份（本人签字、院系盖章）。 

本验收标准自 2014年立项的各类项目开始实施。 

201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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