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立项一览表

序号 学科门类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共享发展”理念下西部民族地区医疗公正的理论
建构和实现路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10001 李杰 玉林师范学院

2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10002 云莉 内蒙古师范大学

3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青年学生信仰形成与教育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10001 封莎 延边大学

4 哲学 虞翻易学伦理思想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20001 文平 贵州财经大学
5 哲学 马一浮儒佛会通思想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20001 李永亮 西北师范大学
6 哲学 史观与美学理论更新路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20002 杨一博 西南政法大学
7 语言学 《资治通鉴释文》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40001 邓强 昆明学院
8 语言学 韩礼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语言研究取向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40002 何远秀 长江师范学院
9 语言学 广西博白粤客方言接触与演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5 刘莉 广西大学
10 语言学 河西走廊特色旅游资源整理及外宣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4 李玉婷 河西学院

11 语言学
二语习得中频次效应对学习者言语产出影响机制的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2 杜娟 兰州财经大学

12 语言学 面向语言信息处理的蒙古文同形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8 淑琴 内蒙古大学
13 语言学 禅宗语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1 陈家春 四川理工学院

14 语言学
语言接触视角下四川康定地区汉语方言古入声演变
的历史层次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9 卫勤 四川民族学院

15 语言学 晚清民国常用词兴替与汉民族共同语词汇的形成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6 刘曼 西安外国语大学
16 语言学 基于接受美学的中国两千年术语音译嬗变疏理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7 石小梅 西安外国语大学

17 语言学
GBP理论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教师发展同
构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40003 李翠英 重庆交通大学

18 中国文学 周作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现与转化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51001 郭文元 天水师范学院
19 中国文学 鸳鸯蝴蝶派的趣味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51002 胡安定 西南大学
20 中国文学 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晚明游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8 邹定霞 川北医学院
21 中国文学 《墨子》现有英译文本中文化变异现象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2 聂韬 电子科技大学
22 中国文学 布拉格学派美学理论重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7 杨磊 昆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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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文学 鄂伦春族神话分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6 杨金戈 内蒙古民族大学
24 中国文学 地理空间与唐代僧侣文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4 邵颖涛 西北大学
25 中国文学 桐城派诗歌选本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5 王松涛 西北大学

26 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的英国文学译介研究（1917-
1937）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3 乔艳 长安大学

27 中国文学 现代中国知识界的“红学热”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51001 陈荣阳 遵义师范学院
28 艺术学 桂林抗战音乐编年史(1937-1944)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60002 李莉 广西艺术学院
29 艺术学 当代艺术的传媒属性与艺术学刊的责任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60003 吴永强 四川大学
30 艺术学 瑶族民歌歌唱语言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60001 黄钰婷 梧州学院
31 艺术学 当代中国城市雕塑美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60001 骆玉平 四川美术学院
32 历史学 清代甘肃科举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70001 陈尚敏 兰州城市学院
33 历史学 出土简帛文献与中国早期术数信仰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70003 吕亚虎 陕西师范大学
34 历史学 宋育仁经学著作整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70002 黄宗凯 四川理工学院
35 历史学 空间生产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70004 朱晶 电子科技大学

36 历史学
鼎革·变迁·融合：清至民国广西县级行政与地方
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70002 薛辉
广西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37 历史学 蜀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70001 李小燕 陕西理工学院
38 历史学 阿富汗国家治理中的部落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70003 闫伟 西北大学

39 经济学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本账户开放路径系统切换
及效应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10 杨荣海 昆明学院

40 经济学 草原适度规模经营与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8 刘玉霞 内蒙古化工职业学
41 经济学 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产品定价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2 郭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2 经济学
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供给侧改革影响因素及模式创新
研究—以西北5省新型经营主体为例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5 刘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3 经济学
“互联网+”背景下苹果种植户安全生产行为研
究：交易成本、农户认知与行为决策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6 刘天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44 经济学
集体腐败行为理论与实验研究：基于组织结构和偏
好合成的视角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4 雷震 西南财经大学

45 经济学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生成机理、评估及宏观审慎
监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9 徐华 西南财经大学

46 经济学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建设及实现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3 胡士华 西南大学
47 经济学 中国丘陵地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1 范云峰 长江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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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经济学 中国财政赤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及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790007 刘伟 重庆工商大学
49 经济学 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7 张尊帅 成都学院

50 经济学
广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风险偏好：风险约束缓解
与精准脱贫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2 陈新建 广西大学

51 经济学
环境约束条件下农户畜禽养殖适度规模决策研究
——以蛋鸡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3 侯国庆 内蒙古农业大学

52 经济学 区域间隐性税收竞争：测度、机制与效应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1 陈隆近 西南财经大学

53 经济学
劳动力市场正选匹配对家庭收入差距及储蓄行为的
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6 徐舒 西南财经大学

54 经济学
教育可得性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效应研究：作
用机理、综合测度与政策选择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4 李瑞琴 西南政法大学

55 经济学
基于“互联网+”的武陵山片区特色农产品有效供
给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790005 刘开华 长江师范学院

56 管理学
西部地区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公众感知与技术评估
的偏离及其消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630002 程赛琰 兰州大学

57 管理学
基于信任发展动态视角的企业间信任与承诺的因果
互动循环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630004 庞芳兰 兰州理工大学

58 管理学
基于情景模糊集的小额贷款公司中小企业小额贷款
信用风险评价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630005 武生均 四川师范大学

59 管理学 基于全渠道客户体验的商品定价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630003 贾俊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0 管理学 官员腐败、企业寻租与政府补贴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630001 步丹璐 西南财经大学
61 管理学 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3 黄炜 吉首大学
62 管理学 中国上市公司职工之间的收入基尼系数测度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10 张华荣 南宁学院

63 管理学
多层面视角下组织知识基础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关键研发者和桥接科学家的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4 刘岩 西安工程大学

64 管理学
技术高管团队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
于公司治理与合作创新网络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6 汤小莉 西安工业大学

65 管理学
基于多尺度时序模式挖掘的股票在线算法交易策略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1 贺毅岳 西北大学

66 管理学
不确定条件下城市废弃物能源回收项目的柔性规划
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2 胡骏翡 西北工业大学

67 管理学 科技服务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作用机理和政策优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7 汪艳霞 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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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管理学 西北地区合作社嵌入与村社组织联动治理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8 王进 延安大学
69 管理学 科技创新驱动中我国传统管理文化价值及开发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5 陆媛 云南警官学院

70 管理学
基于熵理论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风
险演化、传递及管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630009 王艳伟 云南农业大学

71 法学 刑事庭审质证规则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20001 潘金贵 西南政法大学
72 法学 税务诉讼证明责任规则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20001 敖玉芳 贵州师范大学
73 法学 主权信用评级规则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20005 周嘉 海南大学
74 法学 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的法律机制创新与改革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20003 吴昱 西南交通大学
75 法学 知识产权非实施行为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20004 张体锐 西南政法大学

76 法学
大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国家间民事司法鉴定认同问题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20002 刘燕 云南警官学院

77 法学 网络恐怖活动犯罪防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20006 邹帆 重庆邮电大学

78 社会学
全面二孩时代中国的儿童照顾问题：福利国家的政
策经验及其启示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40001 刘云香 西南政法大学

79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协作组织的经济功能转型与
提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50001 郑宇 云南大学

80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藏羌彝走廊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的大数据共享模式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50001 刚焕晨雷 成都中医药大学

81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藏民族民间游艺调查及其旅游开发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50002 邵卉芳 西藏民族大学

82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晚清报刊与口岸城市文化嬗变研究——以汉口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60003 汪苑菁 广西大学

83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外领导人国事访问的媒介再现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60002 刘娜 四川大学

84
新闻学与传播
学

大众媒介趋利逻辑对“90”后新生代消费异化的影
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60004 王翔 西安体育学院

85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民国时期《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群中国报道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60001 李莉 西北大学

86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中国北方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俄罗斯、布里
亚特蒙古族音视频文献数据库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70001 付亚平 呼伦贝尔学院

87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秦巴山区公共信息扶贫联动机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70002 李静 陕西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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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行为网格框架下学术用户移动搜索行为演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70001 胡蓉 西南大学

89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声像遗产的社会记忆传承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70002 王雪飞 云南大学

90 教育学 西部连片特困地区赞助性义务教育政策绩效管理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80002 胡少明 宝鸡文理学院
91 教育学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模式和路径研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80003 姜明红 呼伦贝尔学院
92 教育学 科学史融入中学理科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80006 张凤英 内蒙古师范大学

93 教育学 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小学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80001 董文军 陕西理工学院
94 教育学 特殊教育教师心理资本及其管理与开发策略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80005 石学云 陕西师范大学
95 教育学 我国在线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80004 南旭光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96 教育学 教师教育视域下历史名师叙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80001 高思超 西华师范大学

97 教育学
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教育”国际形象及其隐含文化
价值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80002 胡燕娟 西南大学

98 教育学 职前小学教师对于全纳教育态度的混合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80003 谭亲毅 西南大学
99 教育学 我国民办幼儿教育质量保障路径建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80004 王伟 西南大学
100 教育学 西部农村小学全科教师综合素养测评模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80005 叶志强 重庆师范大学
101 心理学 秦巴山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基层干预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190001 高晓彩 西北大学
102 心理学 心理时间线的变化历程—来自盲人的证据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190001 毕翠华 四川师范大学

103 心理学
精神病性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群情绪冲突检测和解
决的认知神经机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190002 李丹 重庆师范大学

104 体育科学
桂西北长寿带民族体育养生文化资源挖掘整理与开
发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90002 韦丽春 河池学院

105 体育科学 自组织理论视域大学生身心健康演化发展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890001 聂东风 西北工业大学

106 体育科学
西安市城镇居民居住环境与体力活动、健康水平的
相关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90001 孙宇亮 陕西师范大学

107 体育科学 那地武影：桂西壮族村落传统武术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890002 王晓晨 玉林师范学院

108 统计学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省际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综
合评价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910001 马蓉 兰州财经大学

109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武陵山区少数民族成人Heath-Carter体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ZH001 黄大元 吉首大学

110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西南民族地区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ZH005 张新美 钦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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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基于视频分割与提取技术及MPEG-4编码标准的字幕
翻译层次化语义信息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ZH003 王雪梅 西安交通大学

112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微信社交网络中公众号服务发现和推荐方法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ZH002 王磊 西南财经大学

113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产业转型、社会分化与社区重建——基于西部民族
旅游社区的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6XJAZH004 阳宁东 西南民族大学

114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陕南乡土聚落形态量化分析及特质衍续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ZH005 杨涛 陕西理工学院

115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社会转型与新媒体事件的视觉表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ZH003 庞弘 四川师范大学

116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民族、语言、心理认知视阈下的中亚东干民族身份
认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ZH004 杨国科 西北师范大学

117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新城镇化区域产业转移与物流网络构建可持续发展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ZH001 陈思 西南交通大学

118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路面养护多阶段动态决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6XJCZH002 毛新华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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