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所属单位 项目分类 立项日期 结项日期 备注

在传统社会秩序之间:唐宋法的传承与实践 戴建国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5/11/19 2020-10-26

词史考微 马里扬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5/11/26 2020-09-30

天变道亦变：中国宗教的衰落（1833-1911） 张洪彬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7/9/20 2020-10-07
跨文化交流视域下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
文明共生现象研究（公元前1600-1100年）） 孙宝国 影视传媒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8/9/21 2020-08-30

晚清文学儒家乌托邦叙事研究 朱军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8/9/21 2020-10-26
从外来杂耍到本土影业:中国电影发生史研究
（1897-1921） 张隽隽 影视传媒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9/10/16 2020-08-31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选送研究 张民选 国际教师教育中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 2014/10/13 2020-09-16

香港政府管治策略研究 郑一郑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4/7/15 2020-04-01

民间宝卷与古代小说跨文本研究 张灵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4/7/15 2020-04-01

行政调查强度研究 韩思阳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4/7/15 2020-02-28

诺斯权利开放秩序理论的批判性跟踪研究 陈兆旺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5/7/1 2020-03-30

敦煌写本《金刚经》注疏整理与研究 董大学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5/7/2 2020-09-08

自然权利话语与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 蔡萌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5/7/3 2020-08-31
体育课不同运动负荷组合方式对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影响研究 武海潭 体育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5/7/5 2020-04-30

近现代传媒与中国西藏的社会变迁研究 刘永文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3/10/8 2020-08-01

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与价值导向研究 周中之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2020-02-11
社会变迁中城市流动青少年人格发展与社会
适应研究 范为桥 教育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2020-02-28

汉语语篇连贯的句法机制研究 曹秀玲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2020-02-28
第二国际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比
较研究 贾淑品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6/16 20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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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研究 李尚君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7 2020-08-08

杏雨书屋藏敦煌遗书编目与研究 王招国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8 2020-09-07

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1714-1919） 宋丽娟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10 2020-07-06

英语世界中《尔雅》译介研究 李志强 外国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11 2020-02-28
程度副词的生成、演化及其当代功能扩展的
新趋势研究 张谊生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12 2020-04-01
基于有效竞争理论的中国传媒规制绩效实证
研究 易旭明 影视传媒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13 2020-02-28
社会福利视角下中国体育彩票销售综合指数
体系的完善与应用研究 李刚 商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6/7/30 2020-05-31

西蒙兹文化史观研究 周春生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6/7/30 2020-04-30
近百年太湖流域的水环境变化与民众生计适
应研究 吴俊范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6/7/30 2020-04-30
周期不一致背景下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
策溢出效应与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崔百胜 商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6/7/30 2020-05-04
基于微观企业视角的“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
作风险防范研究 孙泽生 商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7/6/30 2020-08-09

东印度公司与启蒙时期欧洲的“中国风”研究 施晔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7/6/30 2020-08-03

民国年间的京剧唱片研究 赵炳翔 影视传媒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 2015/7/22 2020-04-05

日本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苏智良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2013/12/9 2020-08-25

东亚汉诗史初编 严明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4/7/15 2020-02-28

国民语文能力构成研究 王荣生 教育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5/11/5 2020-10-15

任继愈哲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李申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5/11/5 2020-04-30
基于网络动态演化的新兴产业集群企业双元
创新平衡机制研究 宋波 旅游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7/7/27 2020-09-07
空间网络视域中的地方政府债务系统性风险
评估研究 王周伟 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7/7/27 2020-12-02

近代国学典籍英译与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 朱伊革 外国语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7/7/27 202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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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边区畲族民间信仰研究 蓝希瑜 哲学与法政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6/11/1 2020-09-02
一篮子经理人股票期权的定价及最优执行策
略问题的研究 傅毅 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7/7/27 2020-12-31
基于PPGIS的真实性动态管理系统构建与遗产
旅游应用研究 王婧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7/7/27 2020-12-31

移情调节人际宽恕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李海江 教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7/7/27 2020-05-11

儿童社会退缩行为的亚类型及适应功能 丁雪辰 教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7/7/27 2020-09-1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文化建设研究 蒋传光 哲学与法政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 2015/12/30 2020-09-30

美国三大球发展镜鉴与启示研究 朱从庆 体育学院 其他部委项目 2019/4/24 2020-01-10

新时代优秀运动员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时维金 体育学院 其他部委项目 2019/4/24 2020-01-10
学习文化变革视域下技术促进学业水平提高
的实证研究 董玉琦 教育学院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2016/7/30 2020-09-23

数学学习困难小学生的认知训练 蔡丹 教育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6/7/13 2020-01-06

发展小学儿童代数思维的行动研究 黄兴丰 教育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6/7/13 2020-01-08
基于学科教学构造式实践取向的优秀教师课
堂关键事件研究 张伟平 数理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6/7/13 2020-09-08

大数据视野下智能型在线学习资源模式研究 张波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6/7/13 2020-01-08
基于GIS和QQ大数据的基础教育资源公平性
及优化策略研究 张中浩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7/2/15 2020-12-31
从学校绩效角度建构学校纪律氛围的中国知
识图谱 宁波 国际教师教育中心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7/2/15 2020-08-31
创伤经历大学生的认知加工机制和干预对策
研究 刘世宏 教育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2016/7/13 2020-09-07
上海小学教师“社会-情绪能力”的现状问题与
提升路径 许苏 教育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2016/7/13 2020-09-07

巴黎“拉德芳斯2015计划”的实践案例分析 蒋杰 人文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9/9/26 2020-06-26

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功能拓展案例研究 黄国妍 商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9/9/26 2020-06-01
上海全球城市吸引力指标体系构建与比较研
究 孙红梅 商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9/12/3 202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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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员工遭遇不公平对待后的申诉和沉
默研究 郑晓涛 商学院 上海市哲社中青班课题 2014/12/29 2020-04-01

黄金之城亚历山大里亚：东西方的文化容器 陈恒 学校办公室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8/11/15 2020-12-31

近代江南报刊视域下的迪士尼文化 洪煜 人文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9 2020-06-30

蒸汽与商船：工业化时代的海上霸主伦敦 陆伟芳 人文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1/15 2020-12-31

艰难的复兴之路：战后纽约城市转型研究 李文硕 人文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1/15 2020-12-31

巴黎：文化之都与全球城市 洪庆明 期刊社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1/15 2020-12-31
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
传播 徐立波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2/9 2020-12-31

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代表群体研究 李亮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2/9 2020-12-31
法国藏中共建党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编
译 蒋杰 人文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2/9 2020-12-31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 邵雍 人文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2/9 2020-12-31
政府创新的路径选择与驱动效应——基于上
海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 冯猛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7/18 2020-04-01
“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流转制度”改革的行政法
研究 李泠烨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7/19 2020-07-29
抗战时期长江以南铁路部门人口伤亡和财产
损失资料整理与研究 岳钦韬 人文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7/20 2020-04-01

中国特色话语理论：基于话语史的研究 商红日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课题 2017/8/10 2020-11-30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历史信息数据库及数字化
地图 苏智良 人文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课题 2017/8/10 2020-11-02

上海都市嬗变与海派作家论 杨剑龙 人文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4/8/16 2020-04-01
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资本特征与人力资源策略
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李成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4/8/16 2020-07-20
基于自然生态空间视角的中国全国和典型省
份环境税制度构建和政策模拟研究 刘红梅 商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9 2020-04-01
医患之间群际关系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的
研究 贺雯 教育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10 2020-04-01
上海法租界法文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与
编译 蒋杰 人文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11 2020-04-01



2020年省部级以上项目结项一览表

新时期上海儿童文学创作研究 李学斌 教育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12 2020-04-01
近代上海英文期刊与“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
播（1857至1942）——以英译中国文学作品 朱伊革 外国语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13 2020-02-28

城市流动学前儿童语言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李林慧 教育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16 2020-03-30

晚清以来“民族复兴”的百年想象与传播 董军 影视传媒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6/7/1 2020-08-1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若干史实考证 李亮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6/7/1 2020-09-07

晚清儒学新变与近代小说的国家想象 朱军 人文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7/9/18 2020-09-08

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范与法律规制 苏令银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7/9/18 2020-08-15
传承与转化：通向现代法治之路的传统文化
资源研究 秦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7/9/18 2020-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