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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项目

负责人
项目名称 学科门类 项目类别

项目
批准号

1 中国人民大学 张世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的重要论述研究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重大项目 18JHQ001

2 山西大学 乔瑞金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善本、善念与善为的社会治理思想研究 哲学 重大项目 18JHQ002

3 中国人民大学 杨联芬 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译介整理与研究（1917-1949） 中国文学 重大项目 18JHQ003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田俊武 美国20世纪小说中的旅行叙事研究 外国文学 重大项目 18JHQ004

5 中国人民大学 徐拥军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重大项目 18JHQ005

6 南开大学 冉启斌
汉语语音偏误的模式与特点——基于25种母语背景偏误数据
库的研究

语言学 重大项目 18JHQ006

7 首都师范大学 张金龙 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 历史学 重大项目 18JHQ007

8 南昌大学 刘耀彬
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理论、模
型与实证

经济学 重大项目 18JHQ008

9 北京工商大学 杨德勇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视角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经济学 重大项目 18JHQ009

10 中央财经大学 谭小芬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分化与结构性去杠杆研究 经济学 重大项目 18JHQ010

11 大连海事大学 王大鹏 “五维一体”的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选择研究 政治学 重大项目 18JHQ011

12 西安交通大学 杨雪燕 中国青少年自残行为研究：特征、模式与形成机制 社会学 重大项目 18JHQ012

13 东北大学 王世权 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验证据 管理学 重大项目 18JHQ013

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立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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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西安交通大学 郭菊娥 高校科技创新支撑产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究 管理学 重大项目 18JHQ014

15 内蒙古民族大学 张辉 音乐作品二维图谱分析法的创设与运用研究 艺术学 重大项目 18JHQ015

16 南开大学 徐行 一面不朽的旗帜——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18JHQ016

17 长安大学 刘吉发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体系构建研究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18JHQ017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

王维国
新时代社会公德状况跟踪调查及建设机制研究（2006-
2016）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18JHQ018

19 长安大学 沈斌
唯物史观“坐标系”中的俄国公社——马克思给查苏利奇《
复信草稿》及《复信》研究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18JHQ019

20 南京大学 张明 阅读毛泽东——基于方法论视角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18JHQ020

21 滨州医学院 卜建华 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一般项目 18JHQ021

22 南京大学 周嘉昕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献档案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2

23 中国政法大学 宫睿 理性行动——康德实践哲学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3

24 黑龙江大学 魏义霞 康有为孔教思想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4

25 北京师范大学 朱会晖 康德关于理性理念的实在性之思想研究（英文）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5

26 华东师范大学 孙亮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人的价值观念问题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6

27 中山大学 谢耘 理性、论证、非形式逻辑——拉尔夫·约翰逊论证理论研究 逻辑学 一般项目 18JHQ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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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海南大学 文聘元 洛克思想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8

29 山西大学 杨阳 中国古戏台声学史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29

30 东南大学 许建良 武内义雄老子研究的翻译与研究 哲学 一般项目 18JHQ030

31 清华大学 李成晴 唐集诗题校证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1

32 南京师范大学 井超 《玉藻》注疏长编与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2

33 西北民族大学 多洛肯 清代八旗进士群体征录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3

34 厦门大学 潘超青 “笑”的文化生成：宋元民间诙谐文化的戏曲传播路径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4

35 中国海洋大学 柳卓霞 《新唐书》文学叙事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5

36 广西民族大学 钟乃元 唐宋全粤西诗辑考校注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6

37 平顶山学院 赵焕亭 赵清阁文献的整理及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7

38 广州大学 付祥喜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通论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8

39 云南大学 张志平 浩然的文学道路及其文学史意义研究 中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39

40 华东师范大学 罗峰 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研究与笺释 外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40

41 北京理工大学 吴娟 纳博科夫小说的诗性科学与文化反思研究 外国文学 一般项目 18JHQ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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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传媒大学 赵曦 当代美国纪录片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一般项目 18JHQ042

43 上海大学 丁敬达 面向学术发展的科学论文评价分析方法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一般项目 18JHQ043

44 山西大学 李雪峰 广告景观初论 新闻学与传播学 一般项目 18JHQ044

45 华中师范大学 王忠义 大数据环境下的人际情报网络研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一般项目 18JHQ045

46 郑州大学 杨明星 9.11事件以来美国语言政策与战略规划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8JHQ046

4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王立非 商务话语跨学科实证研究方法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8JHQ047

48 湖南大学 刘正光 英汉认知语义对比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8JHQ048

49 西南大学 邓章应 纳西哥巴文文字学研究 语言学 一般项目 18JHQ049

50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云涛 丝绸之路沙漠绿洲路的变迁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8JHQ050

51 聊城大学 杜宏春 魏光焘行述长编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8JHQ051

52 河北大学 李长银 中外交汇：“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8JHQ052

53 北京大学 魏正中 《高昌故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木构建筑遗存》翻译 考古学 一般项目 18JHQ053

54 福建师范大学 吴巍巍 钓鱼岛史料文献数据库建设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一般项目 18JHQ054

55 贵州师范学院 宋廷位 儒家石经及其文化史研究 历史学 一般项目 18JHQ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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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北京师范大学 魏浩 中国货物贸易进口价格问题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56

57 北京物资学院 张军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中的政府会计功能优化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57

58 南京大学 刘海飞 社会网络、策略最优化与风险控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58

59 暨南大学 文彤
社会网络与群体自组织管理：基于城市旅游非正规群体的研
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59

60 武汉理工大学 石兵 基于博弈论的双边拍卖市场交易策略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60

61 中国人民大学 王琪延 国民生活时间分配研究 统计学 一般项目 18JHQ061

62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高新伟 “一带一路”沿线油气资源合作国家的软环境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62

63 南京农业大学 丁胜红 企业人本资本会计理论创新研究 经济学 一般项目 18JHQ063

64 中国政法大学 赵晶 日本东洋法制史学史初编 法学 一般项目 18JHQ064

65 东南大学 单平基 农地“三权分置”权利构造：学说与规范 法学 一般项目 18JHQ065

66 东北林业大学 任江 “民法典·继承编”编纂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设计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18JHQ066

67 中国政法大学 王强
中国民法开山之作《大清民律草案》(详注版)德译与法史、
法学术语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18JHQ067

6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郑丽萍
轻罪刑事立法的反思与改革——以轻罪刑事政策为视角的一
体化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18JHQ068

69 兰州大学 杨雅妮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边疆司法治理研究 法学 一般项目 18JHQ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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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山东大学 刘京希 政治生态学论纲 政治学 一般项目 18JHQ070

71 南京大学 张乾友 政治理论的当代视野 政治学 一般项目 18JHQ071

72 云南师范大学 刘永刚
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内涵与建设进路——域外经验比较与
中国道路探索

政治学 一般项目 18JHQ072

73 西安交通大学 刘慧君 中国农村养老脆弱性与风险应对研究 社会学 一般项目 18JHQ073

74 华北电力大学 刘妮娜 互助型社会养老：模式考察与理论研究 社会学 一般项目 18JHQ074

75 华中科技大学 郑丹丹 爱与博弈：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 社会学 一般项目 18JHQ075

76 山西财经大学 赵巧艳 乡村振兴背景下黄河乾坤湾流域乡愁旅游空间生产研究 民族学与文化学 一般项目 18JHQ076

77 北京语言大学 管玉红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文化研究 民族学与文化学 一般项目 18JHQ077

78 北京科技大学 寇明婷 技术创新的科技金融支持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78

79 重庆大学 徐细雄 反腐败、政商关系重塑与企业增长转型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79

80 华中科技大学 陈志霞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的城市幸福指数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
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0

81 华中农业大学 柯新利
权衡耕地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及其补偿
机制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1

82 西安邮电大学 李鹏飞 农村邮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评价及配送模式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2

83 华中农业大学 李思呈 环境风险感知下企业的融资结构选择行为及其风险仿真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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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东南大学 王文平
网络化产业集群的知识增长：面向知识转移、组织学习与知
识创新过程的建模分析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4

85 中山大学 郑跃平
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政务热线转型发展研究：现状、问
题与对策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5

86 山西财经大学 曲国华
考虑决策者偏好信息的对偶犹豫模糊多属性决策理论与方法
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6

87 中国矿业大学 芈凌云 信息干预对城市居民节电行为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效果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7

88 中国矿业大学 段鑫星 积极行政人格的生发机制研究 管理学 一般项目 18JHQ088

8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黄海刚 中国高端人才流动与集聚问题研究 教育学 一般项目 18JHQ089

90 北京理工大学 张建卫
军民合育大学生军官人才的军队心理适应：理论结构与动力
机制研究

教育学 一般项目 18JHQ090

91 江南大学 马志强 在线学习行为建模研究：结构、影响机制及作用 教育学 一般项目 18JHQ091

92 南昌工程学院 阚大学
中部地区教育水平及其结构对收入水平、结构与差距的影响
研究：基于农村与城镇二维视角

教育学 一般项目 18JHQ092

93 暨南大学 杨雪 性别、身体与体育：西方体育社会学中的性别议题研究 体育科学 一般项目 18JHQ093

94 北京大学 顾春芳 中国电影与中国美学精神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18JHQ094

95 同济大学 徐江 设计科学知识图谱 艺术学 一般项目 18JHQ095

96 哈尔滨工业大学 董健菲 中韩官式彩画传统技艺及保护方式比较研究 交叉学科/综合研究 一般项目 18JHQ096

97 西南大学 袁智忠 电影伦理学纲要 艺术学 一般项目 18JHQ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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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中央美术学院 马刚
丹青史诗与中国形象：“改革开放40年”主题性美术创作文
献研究

艺术学 一般项目 18JHQ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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