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所在学科 批准号 姓名 预期成果 计划完成时间

1 乡村振兴背景下逆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研究 重点项目 社会学 19ASH006 王兴周 专著 2022/12/31

2 法律论证学研究 重点项目 哲学 19AZX017 熊明辉 专著 2023/6/30

3 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体制研究 重点项目 政治学 19AZZ013 牛美丽 论文集   研究报告   2022/6/30

4 天然气水合物发展战略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法学 19BFX191 古小东 专著 2022/5/30

5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法律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法学 19BFX144 李洁琼 研究报告   2021/12/31

6 辩证思维视角下单位犯罪司法适用的逻辑与共识研究 一般项目 法学 19BFX096 聂立泽 专著 2021/11/30

7 基于“法律与文学”视野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法学 19BFX023 陈颀 专著 2022/12/31

8
国之重器与重大工程的事故教训学习、遗忘与组织应对机
制研究

一般项目 管理学 19BGL240 练宏 研究报告   2021/12/31

9 旅游消费移民主观幸福感与管理提升研究 一般项目 管理学 19BGL148 梁增贤 论文集   2022/6/30

10 中缅边境流动与地景的民族志研究 一般项目 民族学 19BMZ051 段颖 专著 2023/12/31

11 水族墓葬碑刻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一般项目 民族学 19BMZ048 张振江 专著 2022/6/30

12 北朝末期族群互动与政治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民族学 19BMZ016 胡胜源 专著 2022/12/31

13 “健康中国”背景下照护人类学理论和应用体系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9BSH133 程瑜 专著 研究报告   2022/12/31

14 智能制造趋势下的劳动体制变迁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9BSH086 许怡 论文集   2022/6/30

2019年度我校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青年项目立项清单（以项目类别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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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民国社会学“文化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学 19BSH009 肖文明 论文集   2022/12/31

16 中法大学历史档案整理、编译与研究 一般项目 世界历史 19BSS001 黄峪 其他    2022/12/31

17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法治化现代
化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体育学 19BTY029 范宏伟 研究报告   2022/12/31

18 我国副省级市档案社会存管服务供给侧改革研究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19BTQ100 李海涛 研究报告   2022/6/30

19 徽州民间文书抢救性保护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一般项目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19BTQ010 王蕾 论文集   2022/7/31

20 英国虚构叙事文学中的“岛屿”地理想象研究 一般项目 外国文学 19BWW090 洪罡 论文集   2022/12/31

21 网络健康社区的运行机制及治理模式研究 一般项目
新闻学与传播

学
19BXW082 聂静虹 研究报告   2022/6/30

22 环境政策工具对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效率影响研究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19BJY088 李胜兰 专著 2022/6/30

23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方向、模式与机制
研究

一般项目 应用经济 19BJY011 李小瑛 研究报告   2022/6/30

24 古琴历史与文化的美学研究 一般项目 哲学 19BZX127 罗筠筠 专著 2022/12/31

25 日本京都学派与胡塞尔现象学研究 一般项目 哲学 19BZX096 廖钦彬 专著 2023/12/31

26 北方王门后学研究 一般项目 哲学 19BZX067 钟治国 专著 2022/12/31

27 全媒体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传播策略研究 一般项目 政治学 19BZZ029 邵梓捷 研究报告   2022/6/30

28 中西比较视野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史研究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19BZS161 李大海 专著 2022/12/31

29 近600年冀南水环境与灌溉水利变迁研究 一般项目 中国历史 19BZS117 潘明涛 专著 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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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文旅融合背景下运用抗日战争遗址遗迹提升大学生国家认
同研究

青年项目 党史·党建 19CDJ033 隽雨仙 论文集   2021/6/30

31 我国校外培训治理的政策评估和路径优化研究 青年项目 管理学 19CGL058 王捷 论文集   2022/6/30

32
文化记忆媒介视角下乡村旅游地乡愁记忆的激活与传播研
究

青年项目 管理学 19CGL033 郭云娇 论文集   2022/6/30

33 国际金融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人民币供求体系研究 青年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19CGJ045 陆长荣 专著 2023/12/31

34
朝鲜半岛形势发展新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的国际法问题研
究

青年项目 国际问题研究 19CGJ018 陈卓 专著 2022/12/31

35 越南境内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青年项目 考古学 19CKG021 韦伟燕 专著 2023/12/31

36
不同遗传风险背景下生活方式对老龄认知健康的影响及干
预研究

青年项目 人口学 19CRK005 张韵 论文集   2022/6/30

37 外籍低技能非法来华劳工治理研究 青年项目 社会学 19CSH058 黄柯劼 研究报告   2021/12/31

38
北太平洋航路及其构建的历史空间研究（18世纪末—19世
纪末）

青年项目 世界历史 19CSS034 张小敏 专著 2022/12/31

39 科学家与美国核政策的演变研究（1939—1972） 青年项目 世界历史 19CSS021 史宏飞 专著 2022/12/31

40 古罗马帝王传记叙事研究 青年项目 世界历史 19CSS005 张元伟 专著 2022/12/31

41 大数据营销与运动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青年项目 体育学 19CTY005 袁博聪 论文集   2021/12/31

42 尼采与欧洲文学传统之关系研究 青年项目 外国文学 19CWW001 叶然 专著 2022/12/31

43 人工智能精准辟谣策略与效果研究 青年项目
新闻学与传播

学
19CXW033 陈梁 论文集   研究报告   2021/12/30

44 社会经济因素对母婴健康的影响及健康保障对策研究 青年项目 应用经济 19CJY004 申梦晗 论文集   20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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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青年马克思的语言哲学研究（1840—1844） 青年项目 哲学 19CZX002 李捷 专著 2023/6/30

46
协同治理视域下县级政府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机制研
究

青年项目 政治学 19CZZ036 王磊 研究报告   2022/6/30

47 香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整理与研究 青年项目 中国历史 19CZS067 何源远 专著 2021/6/30

48 汉唐时期岭南与南亚的物质文化交流研究 青年项目 中国历史 19CZS064 郑燕燕 专著 2022/12/30

49 晚清民初国家类型学说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青年项目 中国历史 19CZS049 邓华莹 专著 2022/12/30

50 中国旧方志海图的整理与研究 青年项目 中国历史 19CZS011 何沛东 专著 2023/12/31

51 元明戏曲剧本形态研究 青年项目 中国文学 19CZW036 龙赛州 论文集   2022/12/31

52
“基督教中国化”视域下《约翰福音》汉语译本的整理与
研究

青年项目 宗教学 19CZJ020 洪晓纯 专著 2023/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