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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需参加中检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批

准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

责人 

1 19JZD00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

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研究  
同济大学  李滨  

2 19JZD00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

述研究  
武汉大学  佘双好  

3 19JZD00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燕连福  

4 19JZD00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重要论断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蓝汉林  

5 19JZD005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山东大学  臧秀玲  

6 19JZD006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理

论与实践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

大学  
谢迪斌  

7 19JZD00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相

关学科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胡海波  

8 19JZD008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构建

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王岩  

9 19JZD009 《马藏》编纂与研究  北京大学  孙代尧  

10 19JZD010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自然语言理解研究  复旦大学  戴伟辉  

11 19JZD011 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王志民  

12 19JZD012 
建立健全住房基础性制度和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陈淑云  

13 19JZD013 我国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朱道林  

14 19JZD014 
我国北方生态脆弱区环境演变与经济社会

发展交互作用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

学  
乌峰  

15 19JZD016 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北京大学  张锐  

16 19JZD017 我国社会信用立法重大问题研究   华东政法大学  罗培新  

17 19JZD018 
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法律问

题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蒋悟真  

18 19JZD020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语种、共享型经

济管理数据库建设研究   
武汉大学  司莉  

19 19JZD021 智慧化养老服务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左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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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JZD022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重大公共事务决策风险

治理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樊博  

21 19JZD023 
大数据驱动下自然资源生态安全预测预警

预案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蔡永立  

22 19JZD024 
企业环境责任与政府环境责任协同机制研

究  
湖南大学  胡宗义  

23 19JZD025 新时代我国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章熙春  

24 19JZD026 人民政协与国家治理体系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韩莹莹  

25 19JZD027 
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

要作用研究   
南京审计大学  晏维龙  

26 19JZD028 语言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胡范铸  

27 19JZD029 明清蒙古族历史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  王梅花  

28 19JZD030 
多卷本《俄国戏剧史》编撰与重要资料翻

译研究   
南京大学  董晓  

29 19JZD031 彝族古歌整理与研究   贵州民族大学  张学立  

30 19JZD033 苏辙全集整理与研究  绵阳师范学院  蒋宗许  

31 19JZD034 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发展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张红霞  

32 19JZD035 中国特色戏剧学学科建设研究   上海戏剧学院  叶长海  

33 19JZD036 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朱自强  

34 19JZD037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整理与研究  中山大学  刘卫国  

35 19JZD038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阅读、传播与资料库

建设研究  
北京大学  邵燕君  

36 19JZD040 
布达拉宫古籍文献(贝叶经)抢救性保护研

究  
中国人民大学  张美芳  

37 19JZD041 清朝循化厅民族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   兰州大学  杨红伟  

38 19JZD042 中国古代科技文献整理与研究  武汉大学  李明杰  

39 19JZD043 古叙利亚文明史研究   西北大学  王新刚  

40 19JZD045 
教育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

造福人民工作目标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卢黎歌  

41 19JZD046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楚江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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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9JZD04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融入大中小学课

程教材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秦在东  

43 19JZD048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中南民族大学  孟立军  

44 19JZD049 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钟秉林  

45 19JZD051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办学模式创新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周海涛  

46 19JZD052 “一带一路”国家与区域教育体系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刘宝存  

47 19JZD053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监测预

警体系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张晓君  

48 19JZD055 印度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   复旦大学  张家栋  

49 19JZD056 中国海洋遗产研究  天津大学  刘曙光  

50 18JZD00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

究 
复旦大学 米博华 

51 18JZD020 徽班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 浙江传媒学院 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