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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政治变动与明清徽州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 郑小春 安徽大学
2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明代徽州心学研究 解光宇 安徽大学
3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泰戈尔的翻译、接受和影响研究 魏丽明 北京大学
4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东南亚现当代文学翻译与研究 吴杰伟 北京大学

5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城镇化的视角

刘明兴 北京大学

6 北京大学 教育经济研究所 专业硕士的发展定位与竞争优势 闫凤桥 北京大学
7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海德格尔《黑皮本》辑相关文献的翻译与研究 靳希平 北京大学
8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十六卷本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和研究 先刚 北京大学
9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立法权的科学配置 焦洪昌 北京大学
10 北京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 宪法视野下的代表理论比较研究 陈端洪 北京大学

11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社区治理问题与创新管理--基于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评价的实验研究

肖鸣政 北京大学

12 北京大学 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
公共部门中的组织创新与激励机制：事业单位去
行政化的理论与实践

顾昕 北京大学

13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史记>校勘研究 辛德勇 北京大学
14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经学文献学研究 顾永新 北京大学
15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吴闿生《文史甄微》点校整理研究 吴鸥 北京大学
16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产品质量、企业绩效与国际贸易研究 余淼杰 北京大学
17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文物古迹调查 李零 北京大学
18 北京大学 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徐州地区南北朝隋唐墓葬研究 韦正 北京大学

19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和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
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马戎 北京大学

20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基层城镇化动力、机制与后果研究：来自东
中西部村庄的观察

卢晖临 北京大学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附件1

1



序
号

高校名称 基地名称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21 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徐春 北京大学

22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形式选择和功能表现 董秀芳 北京大学
23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构式的语义分析及其在语料库中的标注 詹卫东 北京大学
24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学校改进模式与策略比较研究 张东娇 北京师范大学
25 北京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大学教师职业伦理和行为规范的国际比较研究 林杰 北京师范大学
26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中小学生数学学习投入的发展与影响机制研究 刘儒德 北京师范大学

27 北京师范大学 发展心理研究所
青少年参与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及服务学习模式
研究

姚梅林 北京师范大学

28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从秩序到富强——严复与中国哲学的转型 贾新奇 北京师范大学
29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市场正义与社会正义研究 胡敏中 北京师范大学

30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国培计划”实施的项目模式构建经验、问题及
其解决对策实证研究

朱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

31 北京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地方政府教师培训项目实施：成效、问题及其解
决对策研究

李琼 北京师范大学

32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跨文化方法论研究 金丝燕 北京师范大学

33 北京师范大学 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西方汉字学史
Imre
Galambos

北京师范大学

34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
35 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唐至民国修史机构与史注纂集 牛润珍 北京师范大学
36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生研究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
37 北京师范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文体论概念史研究（先秦至隋唐） 姚爱斌 北京师范大学
38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英汉语的时空性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

39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基于文字学、语法学与语言学理论的新型初级汉
外教学辞典的研编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

40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
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

41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基于汉语词汇特征的二语词汇教学实证研究 张博 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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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医疗服务价格规制对控制卫生费用的影响研究 赵建国 东北财经大学

43 东北财经大学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企业创新的财政资助政策优化研究：基于融资约
束与政治关联视角

齐鹰飞 东北财经大学

44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学校-社区互动“促进农村学校改进研究 李广 东北师范大学
45 东北师范大学 农村教育研究所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升学政策研究 袁桂林 东北师范大学
46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美国公共价值观悖论研究 梁茂信 东北师范大学

47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7-10世纪东亚国际秩序背景下的日本都城制度演
变特征

韩宾娜 东北师范大学

4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国际直接投资规则发展新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研究 杨荣珍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4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中国制造业中间投入服务化水平测度及服务开放
政策的微观生产率影响研究

周念利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50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重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 张双利 复旦大学
51 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后现代的宏大叙事 ——《帝国》三部曲批判 王金林 复旦大学
52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研究 韩昭庆 复旦大学
53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清会典》地理研究 傅林祥 复旦大学
54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美国亚太联盟战略新动向及发展趋势研究 韦宗友 复旦大学
55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操作化研究 达巍 复旦大学

56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对接
研究

唐朱昌 复旦大学

57 复旦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所
制度影响经济绩效的原理与中国经济成功的制度
根源研究

汪立鑫 复旦大学

58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城市公众的生活方式：以上海
为例

周葆华 复旦大学

59 复旦大学 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新媒介崛起：传播革命与19和20世纪之交的上海 黄旦 复旦大学
60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文艺结构思想研究 黄念然 复旦大学
61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 周斌 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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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
心

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活动：理论、实证与
政策

王永钦 复旦大学

63 复旦大学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
心

健康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经验事实和
理论机制

王弟海 复旦大学

64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世江南的城乡环境、地域经济与政治变迁研究 冯贤亮 复旦大学
65 复旦大学 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20世纪以来方志学的现代转型 巴兆祥 复旦大学

6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

英语国际化框架下的语用能力研究 任伟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67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

黄河中下游地区民间信仰 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田
野研究

吴效群 河南大学

68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

黄河流域农业创新体系演进及农业文明的传承研
究

李二玲 河南大学

69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
心

俄罗斯汉语教育现状调查与分析 王加兴 黑龙江大学

70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
心

俄罗斯母语（俄语）教育调查报告 王辛夷 黑龙江大学

71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湖北中西片语言问题研究 汪国胜 华中师范大学
72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现代汉语因果表达的多层级研究 朱斌 华中师范大学
73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大学与中国政治 何卓恩 华中师范大学

74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武汉宗教社会史研究——以佛教、道教和基
督教为中心

梅莉 华中师范大学

75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
调研

刘筱红 华中师范大学

76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 “条件—形式”视角下的村民自治创新研究 邓大才 华中师范大学

77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揽头窝堡金代遗存研究 ——1998—1999年度考
古发掘报告

宋玉彬 吉林大学

78 吉林大学 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宁夏地区新石器—汉代居民体质人类学的综合研
究

张全超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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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中日韩应对老龄化政策比较研究 王晓峰 吉林大学
80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东北亚环境保护合作研究 陈英姿 吉林大学
81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司法实践的方法论反思 焦宝乾 吉林大学
82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权利立法研究 刘杨 吉林大学

83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投资与产能的配置机制与政
策选择

孙巍 吉林大学

84 吉林大学 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基于权力范式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 辛本禄 吉林大学
85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史渊源研究 张盾 吉林大学
86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实用主义的交往哲学研究 王振林 吉林大学
87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国有资本的投资效应研究 王文成 吉林大学
88 吉林大学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拔制度创新研究 年志远 吉林大学

89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研究：现状
、影响及对策

张廷茂 暨南大学

90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 侨务法律体系研究 乔素玲 暨南大学
91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隋朝壁画艺术研究 赵声良 兰州大学
92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边境团场研究 王希隆 兰州大学
93 辽宁大学 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 世界格局变动下俄罗斯国家竞争力研究 侯铁建 辽宁大学
94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中世纪蒙古语词汇研究及词典编纂 哈斯巴根 内蒙古大学

95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问题研究
齐木德道尔
吉

内蒙古大学

96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

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中长三角的角色、任务与机
制研究

孙宁华 南京大学

97 南京大学
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心

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绩效评估与环境建设
研究

江静 南京大学

98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国外毛泽东学的历史与逻辑 及其当代评析 尚庆飞 南京大学
99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 王浩斌 南京大学

100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与
接受

董晓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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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现代中国的“文学”概念 王爱松 南京大学
102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近代国家与佛教关系研究 王月清 南京大学
103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个人档案整理与研究 姜良芹 南京大学
104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家庭教育与儿童道德发展研究 缪建东 南京师范大学
105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 依法治国与公共道德教育研究 闫旭蕾 南京师范大学
106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网络社会的演化趋势与治理研究 彭正银 南开大学

107 南开大学 公司治理研究中心
政府治理对我国企业董事会资本配置与战略决策
机制的影响研究

周建 南开大学

108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跨国并购与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 蒋殿春 南开大学
109 南开大学 跨国公司研究中心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张诚 南开大学

110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从国体论
到日本精神论

刘岳兵 南开大学

111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加拿大少数族裔移民的移入、融入与文化调适研
究

杨令侠 南开大学

112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东亚生产分工优化研究 胡 昭 玲 南开大学
113 南开大学 APEC研究中心 中国参与2016年APEC秘鲁会议 孟夏 南开大学

114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产业战略性转移与经济地理的重塑——“一带一
路”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安虎森 南开大学

115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生性研究 刘凤义 南开大学
116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明清时期的礼仪变革与乡村社会 刘永华 南开大学

117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当代青年思想状况调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同研究

韩冬雪 清华大学

118 清华大学 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 倪邦文 清华大学
119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中国企业的原始创新：动力、机制与模式 柳卸林 清华大学

120 清华大学 技术创新研究中心
大数据与互联网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模式：行为视
角的研究

苏敬勤 清华大学

121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数据驱动的学习模式识别与在线学习策略研究 徐心 清华大学
122 清华大学 现代管理研究中心 城市低碳发展的峰值目标与碳定价机制研究 何建坤 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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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楚成亚 山东大学
124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生态美学与生命美学比较研究 仪平策 山东大学
125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文化转型中的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理论进程 高迎刚 山东大学
126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中国易学编年 金生杨 山东大学

127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犹太人与日本人的关系及
其现代意义研究

王志军 山东大学

128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科学信念与宗教信仰的认识论和生存论分析 王善波 山东大学
129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殷杰 山西大学
130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哲学视阈下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研究 贺天平 山西大学

131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
研究院

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地理和文化遗产研究 介永强 陕西师范大学

132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
研究院

西北重大灾害时空统计规律与防灾对策研究 延军平 陕西师范大学

133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放松卖空管制与公司代理问题研究 靳庆鲁 上海财经大学
134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与财务研究院 中国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研究 潘飞 上海财经大学
135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近代传教士的城市儿童书写及其社会史价值 宋莉华 上海师范大学
136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网络文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齐青 上海师范大学
137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伊拉克政治重建研究 张金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8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阿拉伯国家投资环境研究 杨言洪 上海外国语大学
139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滇西北多元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 张泽洪 四川大学

140 四川大学 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中国西南“三江”流域基督教传播与边疆民族安
全

张丽萍 四川大学

141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20世纪以来印度的中国学研究史 尹锡南 四川大学
142 四川大学 南亚研究所 印度崛起与新型中印关系构建 陈继东 四川大学
143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近代康区的商业、商人与汉藏族际互动 李锦 四川大学
144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研究 熊文彬 四川大学
145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历代笔记小说俗语词汇释 俞理明 四川大学
146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晋唐高僧因缘传整理与研究 郑阿财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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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下苏南城乡社会空间重
构研究

段进军 苏州大学

148 苏州大学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社区建设研究：以苏州为例 宋言奇 苏州大学

149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学生汉语阅读加工机制及阅读效率促进的眼动研
究

闫国利 天津师范大学

150 天津师范大学 心理与行为研究院
老龄化社会进程中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及对策
研究

傅宏 天津师范大学

151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中国参与全球税收治理 法律问题研究 崔晓静 武汉大学
152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 中国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实证分析 肖永平 武汉大学
153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研究 徐以祥 武汉大学

154 武汉大学 环境法研究所
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能源效率管理法律机制研
究

于文轩 武汉大学

155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王爱君 武汉大学
156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 王今朝 武汉大学

157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媒介融合视域下我国传统媒体 转型及制度创新
研究

周茂君 武汉大学

158 武汉大学 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广播电视融合战略研究 谢湖伟 武汉大学
159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研究 张奇林 武汉大学
160 武汉大学 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管控研究 邓大松 武汉大学
161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我国服务业信息化推进与保障机制研究 邓胜利 武汉大学
162 武汉大学 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我国档案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肖秋会 武汉大学
163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明代诗史流变研究 余来明 武汉大学
164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民间日用类书与中国古代礼制研究 杨华 武汉大学

165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贸合作的战略选择、体系构建
与发展机制研究

赵景峰 西北大学

166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区域） 环境约束下的经
济发展竞争力研究

姚慧琴 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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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以
内地民族班学生交往为例

万明钢 西北师范大学

168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
心

西北民族地区依法推进双语教学政策和模式研究 王鉴 西北师范大学

169 西藏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藏族传统音乐古籍文献考释 更堆培杰 西藏大学

170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基于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 与宏观审慎监管协调
配合研究

王擎 西南财经大学

171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金融研究中心
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的测度、影响因素及其经济
绩效研究

刘晓辉 西南财经大学

172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民族地区民生改善与文化教育发展互促研究 孙振东 西南大学
173 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西南民族价值观与民族行为的一致性研究 郑涌 西南大学
174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冷战时期中国与印尼关系：基于档案资料的研究 李一平 厦门大学
175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当代中缅关系研究 范宏伟 厦门大学
176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邬大光 厦门大学
177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大学创新教学理论与实践机制构建 王洪才 厦门大学
178 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集聚经济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财税行为研究 陈建宝 厦门大学
179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大数据环境下财务报告分析框架的重构与应用 陈少华 厦门大学

180 厦门大学 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公允价值会计运用与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基于
金融市场化环境的行为研究

肖虹 厦门大学

181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现阶段民进党发展研究 张文生 厦门大学

182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对接
合作研究

唐永红 厦门大学

183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伊斯兰极端思想的新动向及其应对策略研究——
以维吾尔穆斯林为例

热合木吐拉
·艾山

新疆大学

184 新疆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宗教极端思想对南疆基层民族教育文化的渗透及
对策研究

阿布里克木
·艾山

新疆大学

185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档案搜集、整理及研究

龙晓燕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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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复音词核心义研究 王云路 浙江大学
187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汉语情态的历时研究 彭利贞 浙江大学
188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路径研究：以浙江为例 杨柳勇 浙江大学
189 浙江大学 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互联网金融服务小微企业路径研究 王义中 浙江大学

190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

农产品流通超市化背景下小农户生产与大规模销
售的匹配机制研究

金少胜 浙江大学

191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

劳动力结构变迁对中国农业生产与农民收入的影
响与对策

阮建青 浙江大学

192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媒体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新闻理念与形态发展创
新研究

曾祥敏 中国传媒大学

193 中国传媒大学 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提升战略
研究

张树庭 中国传媒大学

194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促进海洋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预警与调控机制
研究

高强 中国海洋大学

195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发展研究院 我国海洋产业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于谨凯 中国海洋大学
196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周期论 郭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
197 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我国巨灾风险及其保险制度研究 魏丽 中国人民大学
198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日本所藏中国佛教典籍的研究 张文良 中国人民大学
199 中国人民大学 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道教心性学及其与佛教的交涉 张广保 中国人民大学
200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中国当代民族宗教伦理研究 熊坤新 中国人民大学
201 中国人民大学 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中西政治伦理比较研究 王露璐 中国人民大学
202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编纂我国民法典的重大问题研究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
203 中国人民大学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我国民事非讼程序法理与立法研究 邵明 中国人民大学

204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福利体制理论视角的中国与欧盟典型国家住房保
障政策比较研究

黄燕芬 中国人民大学

205 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乌克兰危机下欧盟与北约关系之走向 王义桅 中国人民大学
206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清代民间赈灾事业研究 朱浒 中国人民大学
207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嘉道变局下的西北边疆治理研究 孙喆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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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低生育率的中国模式 陈卫 中国人民大学
209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及相关问题研究 杜本峰 中国人民大学
210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政策问题研究 李迎生 中国人民大学

21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冲突治理与政治秩序
建构

冯仕政 中国人民大学

212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关于媒介用户使用体验的模型与定量化研究 喻国明 中国人民大学
213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文继荣 中国人民大学
214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网络安全的刑事法治应对 刘品新 中国人民大学
215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刑法调控范围的界定与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展开 付立庆 中国人民大学

216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复杂时空大数据的统计建模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研究

田茂再 中国人民大学

217 中国人民大学 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 企业信用评级的统计模型研究与应用评价 何晓群 中国人民大学

218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战略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效
率评估与模式选择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

219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专利、专利政策与专利泡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
响、机制与对策研究

高德步 中国人民大学

220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诉求 张云飞 中国人民大学

221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21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 张秀琴 中国人民大学

222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中华传统法律学术研究——以清代对此前学术的
继承和发展为线索

陈煜 中国政法大学

223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中国古代法德结合与当代国家治理研究 李鸣 中国政法大学
224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司法体制改革与刑事诉讼的再改造 栗峥 中国政法大学

225 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院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刑事辩护研
究

顾永忠 中国政法大学

22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无效制度研究 王瑞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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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确定标准研究 曹新明
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

228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澳门博彩业发展与产业结构适度多元化研究 袁持平 中山大学

229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美国、英国和欧盟等西方国家对香港问题的介入
与应对

范若兰 中山大学

230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明清南岭山地的聚落与族群研究 谢湜 中山大学

231 中山大学 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山地与江河之间——清代以来贵州东南清水江都
柳江流域的开发与人群

张振江 中山大学

232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论证理论重大前沿问题研究 熊明辉 中山大学
233 中山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 易学逻辑溯源及早期发展研究 吴克峰 中山大学

234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的应然性问题研究 旷三平 中山大学

235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研究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反思十年文革 于幼军 中山大学

236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广东地区传统舞蹈研究 黎国韬 中山大学
237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评估 陈天祥 中山大学
238 中山大学 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科技革命与国家治理：基于中国智慧城市的研究 刘亚平 中山大学

239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偿二代体系下我国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量化研
究

周明 中央财经大学

240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精算研究院 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动态研究：模型与对策 齐玲 中央财经大学

241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事务与边疆治理
创新经验国际比较研究

庄晨燕 中央民族大学

242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民间文学作为“一带一路”沿线民族交往桥梁的
运行机制研究

林继富 中央民族大学

243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研究所
两岸流行音乐风格研究——1950年以来传媒活动
与听众审美观察

吕钰秀 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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