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课题名称 单位 首席专家 项目批准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 段虹 21JZD001

2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汉明 21JZD002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杜仕菊 21JZD003

4 伟大建党精神研究 上海大学 忻平 21JZD005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历程与经验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董慧 21JZD006

6 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建百年经验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郝宇青 21JZD007

7 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创新的百年道路与经验总结研究 武汉大学 周绍东 21JZD008

8 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工作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 李树忠 21JZD009

9 百年来党管媒体实践与经验研究 上海大学 朱清河 21JZD010

10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构建研究 复旦大学 高晓林 21JZD011

11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回顾与经验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温静 21JZD012

12 百年党史中的著名教育人物谱系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杜成宪 21JZD013

1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历史性成就与经验研究 山东大学 邢占军 21JZD014

14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脱贫攻坚精神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向德平 21JZD015

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性研究 暨南大学 程京武 21JZD016

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刘成有 21JZD017

17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基础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朱承 21JZD018

18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加快实现共同
富裕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 郁建兴 21JZD019

19 中国哲学形态发展史研究 山东师范大学 郝立忠 21JZD020

20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产业链发展战略研究 浙江大学 黄先海 21JZD022

21 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的WTO改革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刘斌 21JZD023

22 社会科学本土化视角下的金融社会风险研究 湖南大学 周建军 21JZD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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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设计研究 暨南大学 李杰 21JZD025

24
疫情常态化下我国制造业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
研究

湖南大学 谢锐 21JZD026

25 实现2060“碳中和”的低成本减煤路径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王兆华 21JZD027

26
西部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衔接
机制研究

中南民族大学 李波 21JZD028

27 新基建促进区域平衡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 重庆大学 刘炳胜 21JZD029

28 乡村产业兴旺科技支撑的体制机制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颜廷武 21JZD030

29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重大问题研究 浙江大学 赵骏 21JZD031

30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 北京大学 刘银良 21JZD032

31 民法典民族性表达与制度供给研究 广州大学 刘云生 21JZD033

32 构建高质量社会领域公共服务体系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王欢明 21JZD034

33 促进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研究 清华大学 董克用 21JZD035

34 科学构建数据治理体系研究 湖南大学 黎四奇 21JZD036

35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城市治理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文宏 21JZD037

36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民社会心态影响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王俊秀 21JZD038

37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流行性疾病防治研究 昆明医科大学 何国忠 21JZD039

38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及政策建议研究 武汉科技大学 杨志强 21JZD040

39 大运河历史文脉梳理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南京农业大学 路璐 21JZD041

40 元明清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云南大学 华林 21JZD042

41 出土商周秦汉文献通假语料的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白于蓝 21JZD043

42 中国历代书法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暨南大学 陈志平 21JZD044

43 10-14世纪古泉州石刻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 华侨大学 徐华 21JZD045

44 中国古代灾异记录汇辑与整理研究 河北大学 李金善 21JZD046

45 《全清笔记》整理研究 北京大学 廖可斌 21JZD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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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汉族纺织服饰史料整理与中国风格实证研究 浙江理工大学 崔荣荣 21JZD048

47 古汉语英译大辞典编纂与数据库建设研究 大连海事大学 徐华东 21JZD049

48
百年来欧美外来词语的全息语料库建设与“汉语化”
机制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章宜华 21JZD050

49 20世纪以来海外中国文学评论中的中国话语与形象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查明建 21JZD051

50 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 浙江大学 张应强 21JZD053

51 “大思政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马福运 21JZD054

52 网络算法分发模式与大学生价值观引导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申小蓉 21JZD055

53 我国高校0到1基础研究和基础创新战略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刘智强 21JZD056

54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高校创新体系构建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 黄兆信 21JZD057

55 新时代推进新文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山东大学 樊丽明 21JZD058

56 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王顶明 21JZD060

57 推动建设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港澳教育制度研究 暨南大学 宋献中 21JZD061

58 新时代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研究 复旦大学 张大伟 21JZD062

59 百年来我国心理学发展回顾与创新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 李红 21JZD063

60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与
实践探索

复旦大学 任晓 21JZD0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