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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视角下的小句依存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朱庆祥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5/11/27 结题

教育管理的研究变迁—基于1996-2003年典型国际
期刊的分析

张晓峰 教育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13/10/8 结题

面向二语习得的汉语双音复合词构词及词汇语义的
认知研究

张巍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丹阳方言语音层次与边界性特征研究 徐娟娟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认知突显的构式表征与主观调控研究 李文浩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篇章语法学视野下的近代汉语完成体助词研究 杜轶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4/7/15 结题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我国休闲旅游功能区发展模式与
机制研究

毛润泽 旅游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宋代地方公文形态及政务运作研究 刘江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社交网络中传播主体行为的演变和规范研究 张华 影视传媒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中国佛教社会工作研究 杜立婕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3/10/8 结题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王晓灵 哲学与法政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4/7/15 结题

汉语篇章信息配置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胡建锋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3/10/8 结题

密教传持与宋元社会研究 夏广兴 对外汉语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3/10/8 结题

工业旅游视角下现代旅游业与新型工业化建设融合
的平台机制研究

王云龙 旅游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3/10/8 结题

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研究（1845—1949） 宋佩玉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结题

清末民初苏沪地区文化世族的转型研究 徐茂明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2/8/28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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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序跋整体研究 詹丹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3/10/8 结题

基于语义关联的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知识集成服务
研究

吕元智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结题

唐代取士文学研究与文本整理 陈飞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结题

多维视角下的伦敦扩展、雾霾成因与治理研究
（1814—2014）

陆伟芳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结题

晚明中西上帝观研究 纪建勋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7/15 结题

后现代语境中的英雄空间解构与建构问题研究 王建疆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5/7/9 结题

竹枝词及其近代转型研究 朱易安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6/7/30 结题

塔里木地区城址遗存与唐代西域边防研究 张安福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7/6/30 结题

媒介转型与当代青年文学研究 董丽敏 社会科学管理处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3/6/10 结题

明代笔记音乐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曾美月 音乐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2014/6/16 结题

中国傩戏剧本整理与研究 朱恒夫 影视传媒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2014/11/15 结题

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 张忠祥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4/7/15 结题

基于地理信息平台的青海境内藏语方言数据库建设 王双成 人文学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14/11/15 结题

中小学“名师工程”与教师发展：基于教师领导理论
的视角

曾艳 教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4/7/3 结题

高校初任教师专业发展需求评估与支持政策研究 黄海涛 教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5/9/14 结题

学前儿童“社会与情绪学习（SEL）”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

李燕 教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5/9/15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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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型”人文景观在城市更新中的营造与融合研究 王新宇 美术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5/9/16 结题

葛立方《韵语阳秋》文献整理与研究 谭燚 图书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4/7/3 结题

“以美育代宗教”：一个命题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潘黎勇 团委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4/7/3 结题

家族企业女性接班人的社会资本特征及人力资源管
理策略研究

李成彦 哲学与法政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14/7/3 结题

晚明江南地区版画中的古典母题研究 陈研 美术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9/17 结题

中国背景下员工遭遇不公正对待后的沉默——一个
定性和定量的综合研究

郑晓涛 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9/9 结题

中央对手方的公司治理与政府监管 鲍晓晔 商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9/11 结题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政府形象修复策略研究 陈晞 影视传媒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9/12 结题

社会情绪对“羊群行为”的影响研究 赵佳林 哲学与法政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5/9/13 结题

当代中国青年情感素质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卢家楣 教育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 2013/9/3 结题

《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整理与研究 燕永成 人文学院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2015/10/11 结题

中国少年儿童组织百年历程探究 吴小玮 教育学院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2014/10/13 结题

我国幼童语言教育理念的演变及价值取向研究：中
美比较的视角

王海澜 教育学院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2014/12/12 结题

基于认知学徒制的上海市高校新教师教学技能培养
研究?

丁炜 教育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4/9/16 结题

上海高中体育专项化教学体系构建与实施效果研究
——以篮球项目为例?

张元文 体育学院
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14/9/16 结题

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及优化策略研究 张中浩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5/1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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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野公园管理体制机制调研 高峻 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11/2 结题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区域制造业协同创
新升级研究B

吴佩 旅游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5/1 结题

上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体系研究 陶力 旅游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7/5 结题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上海资本市场发展策略研究 赵金实 商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5/1 结题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区域制造业协同创
新升级研究A

张玉华 商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5/1 结题

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进一步优化上海营商环境研
究

鲍晓晔 商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9/5/20 结题

上海构建金融科技产业生态链研究 黄国妍 商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9/5/20 结题

高校“国际交流合作”职能实现的现行法律政策规制
研究

蒋明军 学校办公室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7/5 结题

精细化导向的城市管理社会化研究 张振洋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2/5 结题

上海市外籍人才就业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温俊萍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5/1 结题

全球城市背景下上海创新型企业成长演化问题研究 荣鹏飞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5/1 结题

上海社区服务体系与服务质量调研 容志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项目 2018/11/2 结题

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相继发生的语言演变研究 刘红妮 人文学院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 2016/7/22 结题

中国古典小说西译与西洋小说中译的比较研究
（1714-1949）

宋丽娟 人文学院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 2016/8/22 结题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高校党内仪式研究 谢月恒 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 2017/7/1 结题

“微时代”青年大学生“微行为”研究 王建军 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
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 2016/6/30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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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资源平台建设研究 吴跃东 宣传部
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 2017/7/1 结题

史志有别——地方史的编纂原则与方法 徐茂明 人文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7/6/30 结题

“为全球服务、在全球制造”视角的增强上海全球城
市网络联系能级与辐射力研究

刘江会 商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3 结题

构建上海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研究 荣鹏飞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市哲社专项 2019/1/3 结题

雷蒙·阿隆批判的历史哲学研究 郝春鹏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2017/9/18 结题

“中国经济奇迹”的政府治理作用研究：从1949到
2020

赵红军 商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课题 2017/8/10 结题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及其理论成果研
究

蒋传光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系列课题 2017/8/10 结题

上海地区明清地方诗文集序跋汇编与研究 李玉宝 图书馆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4/8/16 结题

汉英特殊类词语—副词性关联词语多视角比较研究 原苏荣 外国语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4/8/16 结题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跟踪研究 蔡志栋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2015/7/8 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