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院 项目名称 姓名 科研编号

1 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大陆保险消费者保护FOS的模式选择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与国际国内实践

王骜然 17XNH001

2 财政金融学院
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货币政策透
明度理论与实践

计兴辰 17XNH002

3 财政金融学院 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恢复与收入增长 秦聪 17XNH003

4 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僵尸企业”问题研究 李霄阳 17XNH004

5 财政金融学院
金融功能视角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全球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李振 17XNH005

6 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黄金市场对股票市场避险效应的检验 张江涛 17XNH006

7 法学院
从基本人权保护的“对世性”看“补充性
”难民保护与相应的中国责任

孙旭 17XNH007

8 法学院 税式支出视域下的不征税收入研究 张牧君 17XNH008

9 法学院
实践中的预约合同问题研究——以教义学
为依归

李付雷 17XNH009

10 法学院
指示交付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问题研究——
以区分理论的体系效应为视角

沈健州 17XNH010

11 法学院 股权分离的裁判规则及理论重述 王湘淳 17XNH011

12 法学院
类别股类型化标准研究——以股权分离为
视角

冯琴 17XNH012

13 法学院
论国有企业并购的公司治理效应——基于
国有企业改革的视角

袁金华 17XNH013

14 法学院 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吴凯杰 17XNH014

15 法学院
“外资公司法”向公司法并轨背景下的公
司“控制”问题

张异冉 17XNH119

16 公共管理学院
重视家庭保障价值与构建发展型家庭政策
体系研究

吴香雪 17XNH015

17 公共管理学院 邻避冲突中环保NGO的参与作用及其限度 张勇杰 17XNH016

18 公共管理学院
成本信息公开、垄断行业效率与价格管制
——以城市供水行业为例

吴珊 17XNH017

19 公共管理学院
政府治理视角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政策执
行研究

王丽 17XNH018

20 公共管理学院 运动式治理转型方向的差别化研究 刘开君 17XNH019

21 公共管理学院
基于“多规合一”的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地
利用结构调整与空间优化布局关键技术研

陶泽良 17XNH020

22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组织目标模糊的发生逻辑与治理路径 李声宇 17XNH021

23 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经济外交与双边伙伴关系构建 孙忆 17XNH022

24 国际关系学院 等级体系：先秦儒家的世界秩序 汪乾 17XNH023

25 国际关系学院 十八大以来以公正为导向的司法体制改革 王鸿铭 17XNH024

26 国际关系学院
中国军力崛起：中美亚太战略竞争的动能
解读

罗曦 17XNH025

27 国际关系学院 中共干部交流制度研究 李美啸 17XNH026

28 国学院 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至魏晋时期耳饰的研究 林铃梅 17XNH027

29 国学院
乾隆中期清与巴达克山关系研究（1759-
1770）

马子木 17XNH028

30 汉青研究院 金融危机对过度交易偏差的影响研究 陈紫琳 17XNH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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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汉青研究院
药品集团采购组织的市场竞争影响 ——
基于深圳GPO的理论分析

程龙 17XNH030

32 环境学院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
用——以北京市为例

孙月阳 17XNH031

33 环境学院
驯养马麝的行为综合征与繁殖成效，麝香
分泌和行为内分泌应激响应的关系

周杨 17XNH032

34 教育学院 世界一流学科生成机理研究 武建鑫 17XNH033

35 经济学院 中国城镇化：增长，空间失衡与政策选择 沈洁 17XNH034

36 经济学院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及评价研究 毛亚男 17XNH035

37 经济学院 地方政府承诺与PPP：理论与经验研究 李琛 17XNH036

38 经济学院 金融化对收入分配影响问题的研究 黄泽清 17XNH037

39 经济学院 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与中国能源消费 吴施美 17XNH038

40 经济学院 经济下行态势分析及宏观调控的对策思路 随晓芹 17XNH039

41 经济学院
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吗？
——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武睆 17XNH040

42 经济学院
转换成本视角下互联网产业的研发策略与
在位者优势

王申 17XNH041

43 经济学院 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失业风险研究 沈煜 17XNH042

44 经济学院 受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赵敏 17XNH043

45 经济学院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唐永 17XNH044

46 经济学院
环境约束条件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闫昊生 17XNH045

47 经济学院
房价、投资和经济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和实证

潘跃 17XNH046

48 劳动人事学院
上级的发展性反馈对于下属创新行为影响
机制的研究

苏伟琳 17XNH047

49 劳动人事学院
残疾与身份：基于残疾人福利制度的自我
协商

郝玉玲 17XNH048

50 劳动人事学院
家庭因素对外派有效性的影响：基于社会
网络和文化认同的视角

冯娇娇 17XNH049

51 劳动人事学院
中国劳动争议仲裁结果的影响因素模型构
建及实证检验——基于仲裁文书的微观分

嵇月婷 17XNH050

52 劳动人事学院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
制探讨

陈晓菲 17XNH051

53 理学院化学系 基于溶胀法制备导电弹性体 贺泳霖 17XNH052

54 理学院化学系
聚多巴胺-钴基电催化剂的制备及活体中
氧气的检测

冯涛涛 17XNH053

55 理学院物理学系
多分量超冷气体中的相互作用控制和相关
多体问题

揭建文 17XNH054

56 理学院物理学系 拓普电子材料的角分辨光子谱研究 娄睿 17XNH055

57 理学院心理学系
平均情绪表征中的社会分类偏差（Social
Category Bias in Mean Emotion

彭申立 17XNH056

58 历史学院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中上游的聚落与交通 陈昊雯 17XNH057

59 历史学院
康熙帝谕召五世班禅进京事件中的政教博
弈——以《清内阁蒙古堂档》为中心

安子昂 17XNH058

60 历史学院
民族认同变迁与现代性重构：清末民国年
间的“旗族”认同研究

王坤敏 17XNH059

61 历史学院 出土文献所见秦基层徒隶管理制度研究 刘自稳 17XNH060

62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研究 宋健林 17XNH061



63 马克思主义学院 恩格斯晚年农民思想研究 李朋 17XNH062

64 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于劳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再诠释 刘雨亭 17XNH063

65 马克思主义学院 逆全球化与中共革命胜利的多维考察 夏克强 17XNH064

66 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对现代性内在动力机
制的研究

王丽丽 17XNH065

67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所有制思想中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研究

颜惠箭 17XNH066

68 马克思主义学院
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研究：发展脉络与逻
辑构架

高露 17XNH067

69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产品质量与数量关系视角下的农户生产
行为分析

乔慧 17XNH068

70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地确权、农地流转与农业经济绩效 林文声 17XNH069

71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农地经营规模对农作物生产效率的影响及
其机制分析

陈菲菲 17XNH070

72 商学院
高管激励与会计信息质量：一项准自然实
验

乔菲 17XNH071

73 商学院
反腐与商业银行“瘦身” ——基于中央
巡视视角的研究

曹源 17XNH072

74 商学院
医药营销组合对医生处方决策的多期影响
及其交互规律研究

柳涯妮 17XNH073

75 商学院
“垂帘听政”：非家族成员董事长与公司
财务决策

郑晓佳 17XNH074

76 商学院
基于服务大规模定制的供应链资源整合决
策与分级调度优化研究

刘畅 17XNH075

77 商学院
供应链中具有产能约束的信息共享问题研
究

姜帆 17XNH076

78 商学院
在线双边平台最优定价策略——基于信息
不对称视角的研究

王玉玺 17XNH077

79 商学院 领导领地性：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 陈星汶 17XNH078

80 商学院
工作场所中员工情绪的影响因素、作用结
果以及溢出效应

郭一蓉 17XNH079

81 商学院
汇率变动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出口行为：
基于产品转换与市场选择的视角

向鹏飞 17XNH080

82 社会与人口学院
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长期照护现状、风
险及政策应对

董亭月 17XNH081

83 社会与人口学院
从供销到物流——文化转型背景下的城乡
流通体系的韧性与活力研究

张文潇 17XNH082

84 社会与人口学院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职业流动 石磊 17XNH083

85 社会与人口学院
中国华北地区基层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机
制研究

李阳 17XNH084

86 社会与人口学院 老年群体互助养老机制研究 刘诣 17XNH085

87 苏州国际学院 网络语言中新构式现象研究 唐文菊 17XNH086

88 苏州国际学院
两院院士入主董事会能提高企业技术创新
水平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李从刚 17XNH087

89 统计学院
基于工具变量的二分类因变量高维数据的
正则化方法

李向杰 17XNH088

90 统计学院 企业年金领取阶段的优化设计与风险评估 单戈 17XNH089

91 统计学院 基于超高维竞争风险模型的变量筛选 李二倩 17XNH090

92 统计与大数据学院 推荐算法设计与应用 周慧娟 17XNH091

93 外国语学院 绝海中津汉文溯源研究 车才良 17XNH092

94 外国语学院 德勒兹电影哲学理论研究 张聪 17XNH093



95 文学院 保罗•德曼对浪漫主义修辞的研究 张文琦 17XNH094

96 文学院 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李金花 17XNH095

97 文学院
基于梵汉、藏汉对勘和同经异译的《无量
寿经》语言研究

李晶 17XNH096

98 文学院 建国史视野下的萧也牧研究 李屹 17XNH097

99 新闻学院
传媒业IPO高绩效的成因分析——基于投
资效率的视角

王田 17XNH098

100 新闻学院
默多克新闻集团传统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研
究

李艳艳 17XNH099

101 新闻学院 移动互联网直播节目发展研究 骆静雨 17XNH100

102 新闻学院
“思想管理者”：搜索引擎程序员的知识
生产实践

方惠 17XNH101

103 新闻学院
中俄媒体交流、中俄战略传播的耦合与共
同话语空间的构建

张萌 17XNH102

104 信息学院
自然语言单词和文本的分布式表示方法研
究

李博放 17XNH103

105 信息学院
数据空间的结构性研究及其在数据挖掘中
的应用

田苗 17XNH104

106 信息学院 多维复空间中亚纯映射值分布的若干研究 刘志学 17XNH105

107 信息学院
The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of
global solutions for a semilinear

吴艺婷 17XNH106

108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互联网服务平台中的电子证据保全 ——
基于电子文件管理视角的研究

祁天娇 17XNH107

109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我国品牌经济发展评价指标及其实证研究 黎炜祎 17XNH108

110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社交媒体中食品安全类谣言识别研究 陈燕方 17XNH109

111 艺术学院
《新疆柏孜克里克佛教石窟壁画遗址研究
与临摹创化》

史蕊 17XNH110

112 哲学院
晚期福柯伦理学对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启发
——以嵇康修养论为例探讨主体的生成

曾持 17XNH111

113 哲学院
Martin-Löf 类型论的无穷范畴语义及相
关自动定理证明程序的设计

孙振宇 17XNH112

114 哲学院 信念的规范问题研究 田海滨 17XNH113

115 哲学院
从李约瑟到白馥兰——中国科技史研究中
的社会维度解析

雷环捷 17XNH114

116 哲学院 《淮南鸿烈》“适情”思想研究 宋霞 17XNH115

117 哲学院 宋元明时期中外天文学思想的交融与冲突 樊姗姗 17XNH116

118 哲学院 早期佛教译经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 潘小溪 17XNH117

119 哲学院 关于“同情”的利他主义辩护 张燕 17XNH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