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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立项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投标单位 首席专家 项目编号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汪青松 17JZD001 

2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研究 
厦门大学 李  丹 17JZD002 

3 
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统筹推进研究 
吉林大学 王立峰 17JZD003 

4 新时期改革与法治关系实证研究 上海政法学院 关保英 17JZD004 

5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法治与德治研究 
复旦大学 潘伟杰 17JZD005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研究 清华大学 过  勇 17JZD007 

7 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陈寿灿 17JZD008 

8 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 南京大学 李  刚 17JZD009 

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收

集、整理与研究 
湖北大学 田子渝 17JZD010 

10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复旦大学 周  文 17JZD011 

11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体系与教育发展规

划研究 
河北大学 郭  健 17JZD012 

12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测算研究 暨南大学 王  兵 17JZD013 

13 
经济新常态下社会事业财政投入重大

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孙玉栋 17JZD014 

14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金融开放与金融安

全研究 
武汉大学 马  理 17JZD015 

15 
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防范体

系构建研究 
吉林大学 陈守东 17JZD016 

16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与

战略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王敬尧 17JZD017 

17 
我国民营中小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陈衍泰 17JZD018 

18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政策与我

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黄  岩 17JZD019 

19 
加强服务业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

球价值链地位路径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叶广宇 17JZD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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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转

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长沙理工大学 刘建江 17JZD022 

21 
推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

出去相关战略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方  虹 17JZD023 

22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战略研究 南通大学 成长春 17JZD024 

23 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吴建南 17JZD025 

24 
基于“零废弃”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政策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褚祝杰 17JZD026 

25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行动研究 复旦大学 封  进 17JZD028 

26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创新研

究 
复旦大学 顾丽梅 17JZD029 

27 
采取反分裂国家必要措施的相关法律

问题研究 
武汉大学 祝  捷 17JZD030 

28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边界与策略

研究 
厦门大学 郭春镇 17JZD031 

29 构建全球化互联网治理体系研究 清华大学 崔保国 17JZD032 

30 
新形势下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重

大问题研究 
新疆大学 李中耀 17JZD033 

31 
提高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能力对

策研究 
武汉大学 安  璐 17JZD034 

32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周边外

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云南大学 毕世鸿 17JZD035 

33 
土耳其内政外交政策与“一带一路”

战略研究 
上海大学 郭长刚 17JZD036 

34 中国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哲学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陈立新 17JZD037 

35 
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和文化软实力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陈先红 17JZD038 

36 
英语创意写作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钟书能 17JZD039 

37 新形势下我国涉藏对外传播战略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吴  喜 17JZD040 

38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新形态及

中国化研究 
复旦大学 张庆熊 17JZD041 

3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闻传播业历

史与现状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姜  飞 17JZD042 

40 中华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 南开大学 管  健 17JZD043 

4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理建构、价值

认同与教育策略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曹胜高 17JZD044 

42 
甲骨文对中华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陈桐生 17JZD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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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国百年诗歌翻译的诗学谱系研究 中山大学 王东风 17JZD046 

44 清代稀见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 复旦大学 陈维昭 17JZD047 

45 中国蒙古民歌研究史 西北民族大学 
额尔登别

力格 
17JZD048 

46 
中外海洋文化交流历史文献的整理与

传播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刘迎春 17JZD049 

47 
中国传统村落价值体系与异地扶贫搬

迁中的传统村落保护研究 
山西大学 郝  平 17JZD052 

48 
新形势下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战

略研究 
复旦大学 徐  蓉 17JZD055 

49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评价

体系改革研究 
清华大学 史静寰 17JZD056 

50 博士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北京大学 陈洪捷 17JZD057 

51 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对策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张文新 17JZD058 

52 我国教育经费绩效评价与提升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郑方辉 17JZD059 

53 
当前主要国家和地区财政教育经费和

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比较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张万朋 17JZD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