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项目类别 学科

18AZX011 汉唐孟子思想解释史研究 杨海文 学报编辑部 重点项目 哲学

18AZZ010 主体、制度与文化视角中的邻避冲突协商治理研究 张紧跟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重点项目 政治学

18AZW023 中国当代文学“革命叙事”研究 郭冰茹 中国语言文学系 重点项目 中国文学

18AWW002 意象派与中国新诗 陈希 中国语言文学系 重点项目 外国文学

18BKS007 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批判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夏银平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般项目 马列·科社

18BZX073 近代《礼运》“大同”章注解研究 马永康 哲学系 一般项目 哲学

18BZX086 奥卡姆《逻辑大全》的全译、注释与研究 江璐 哲学系 一般项目 哲学

18BZX115 主体性权利与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人民”建构问题研究 谭安奎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哲学

18BJY188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微观管理体制机制研究 史欣向 自贸区综合研究院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18BJY234 系统流动性风险、卖空交易和市场预期的形成研究 徐浩峰 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18BZZ025 地方党政机关合署试点运行的追踪比较研究 王清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政治学

18BFX007 复杂演化中的社会博弈与法律变迁研究 丁利 法学院 一般项目 法学

18BFX140 现代税法中的税基评估理论研究 杨小强 法学院 一般项目 法学

18BFX163 知识产权反公地悲剧的法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研究 李扬 法学院 一般项目 法学

18BSH008 新时期珠三角农村生计方式与文化认同的变迁研究 杜俊荣 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8BSH027 加拿大华裔移民的族群分类及其形成原因研究 吴仁鸿 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8BSH039 社会转型、矛盾转化与中国教育平等发展研究 许长青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8BSH150 我国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体系的本土化研究 雷杰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8BMZ106 新时代海外华人社区分群治理问题研究 陈世伦 国际关系学院 一般项目 民族学

18BMZ13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边境地区开放对接的实证研究 覃丽芳 国际关系学院 一般项目 民族学

18BGJ032 南海争端视阈下越南国家、政府继承问题研究 谷名飞 国际关系学院 一般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18BZS006 范文澜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研究 叶毅均 历史学系（珠海）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18BZS010 清修《儒林传稿》与清代学术研究 黄圣修 历史学系（珠海）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18BZS046 出土文献与唐代北方羁縻体制新证 李丹婕 历史学系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18BSS009 修昔底德文本的传抄、评论与模仿的研究 白春晓 历史学系（珠海） 一般项目 世界历史

18BSS050 美国对德国强租胶州湾的因应政策与影响研究（1897—1900） 袁正邦 历史学系 一般项目 世界历史

18BZJ030 近世以来天主教国家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汉译与研究 龙秀清 历史学系 一般项目 宗教学

18BZW073 明治至昭和前期日本所刊中国文人诗文集叙录与研究 张奕琳 中文系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18BZW094 越南北使汉文文学整理与研究 严艳 历史学系 一般项目 中国文学

18BWW006 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创造性误读与重构研究 周慧 国际翻译学院 一般项目 外国文学

18BYY110 学术英语阅读的内容难度特征与智能模型研究 金檀 外国语学院 一般项目 语言学

18BXW063 信息扶贫精准传播机制与模式研究 陶建杰 传播与设计学院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传播学

18BXW114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困境与共律体系构建研究 卢家银 传播与设计学院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传播学

18BTQ019 公共图书馆影响力评价之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唐琼 资讯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8BTQ076 基于知识发现的科研人员老龄化现象、演化规律及成因分析 徐健 资讯管理学院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8BGL151 基于权力匹配的网络时代旅游企业管理创新研究 刘冰 旅游学院 一般项目 管理学

18BGL152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本质、系统解释与非工具价值问题研究 赖坤 旅游学院 一般项目 管理学

18BGL218 以健康为中心的区域医疗整合转型策略和优化路径研究 黄弈祥 公共卫生学院 一般项目 管理学

18CZX037 理学的早期西传及其影响研究 王格 哲学系 青年项目 哲学

18CZX064 语言交流中不确定性的博弈模型及其逻辑研究 唐丽萍 哲学系 青年项目 哲学

18CJY011 新时代立足教育层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对策研究 吴鹏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18CZZ029 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的政策选择研究 张雪帆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青年项目 政治学

18CFX028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背景下法官职业流动实证研究 罗恬漩 法学院 青年项目 法学

18CSH016 社会调查方法中的问卷设计效应：基于视觉认知信息的问卷填答行为研究张洪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青年项目 社会学

18CMZ016 都柳江流域侗族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黄瑜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青年项目 民族学

18CZS019 籍册文书与宋代赋税征收管理制度研究 周曲洋 历史学系（珠海） 青年项目 中国历史

18CSS027 制宪权视角下象征天皇制与神权天皇制间的断裂与连续研究 张东 历史学系 青年项目 世界历史

18CKG005 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家养黄牛的起源、饲养与利用研究 余翀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青年项目 考古学

18CZJ005 汉唐时期佛教律学的发展与佛教中国化研究 王磊 哲学系 青年项目 宗教学



18CZJ016 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外文“四书”手稿整理与研究(1543—1607) 王慧宇 哲学系 青年项目 宗教学

18CZW009 古代文书式与文体学研究 赵宏祥 中国语言文学系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18CZW022 中国古代戏曲格律与音乐关系研究 毋丹 中国语言文学系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18CZW043 回归后香港电影的国家认同研究 霍胜侠 传播与设计学院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18CYY032 传统古声纽学之类型、分期及应用研究 马坤 中国语言文学系 青年项目 语言学

18CTQ006 技术赋能视阈下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及其图书馆服务策略研究 肖鹏 资讯管理学院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8CTQ010 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馆藏汉籍整理与研究 刘蕊 历史学系 青年项目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18CGL043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输入—输出”机制研究 张书维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青年项目 管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