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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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学院工匠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10001 许立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2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新媒体技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优势融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10002 周红 西北师范大学

3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理性认同基础及教
育对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10002 刘毅 成都学院

4
马克思主义/
思想政治教育

美国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课程运行机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10001 赖雪梅 重庆理工大学

5 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效应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20001 潘宇鹏 西南政法大学

6 哲学 儒家“权”思想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20001 刘小红 宝鸡文理学院

7 哲学 西方左翼科学哲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20002 王凤祥 贵州财经大学

8 哲学 朱子“心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20003 赵玫 西北民族大学

9 宗教学 南山律宗资持派文献整理与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30001 国威 四川大学

10 语言学 英汉句子建构的语用视点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40002 唐淑华 重庆三峡学院

11 语言学 基于有生性层级的转喻人认知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40001 崔建斌 西安文理学院

12 语言学 川西康区的语言认同与语言教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40003 赵静 西南交通大学

13 语言学
新世纪（2000-2015）中国对美国非虚构文学的翻译
与传播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11 赵国月 长江师范学院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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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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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语言学 基于数据挖掘的外语学习预警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9 肖巍 重庆大学

15 语言学 中英早期外交中访华使团翻译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4 刘黎 重庆交通大学

16 语言学 农村留守儿童书面叙事能力及其情感投射方式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10 肖祎 重庆三峡学院

17 语言学 湾碧傣语参考语法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12 周焱 楚雄师范学院

18 语言学
蒙古族大学生民族文化翻译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关联路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8 吴丹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

19 语言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内蒙古历史与文化汉英平行语
料库的构建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3 林杨 内蒙古大学

20 语言学
语法化视野下汉语方所介词的来源、历史层次与更
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5 马梅玉 西安交通大学

21 语言学 基于语料库的敦煌汉简文字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2 雷黎明 西北师范大学

22 语言学 延安时期的翻译文化与价值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7 王黎娜 延安大学

23 语言学 现代汉语评注性副词篇章衔接功能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1 巴丹 右江民族医学院

24 语言学 基于语料库的对话句法共振与语用推理关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40006 沈艳萍 云南师范大学

25 中国文学 长江三峡文学地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1001 李俊 重庆三峡学院

26 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大家与大后方文学的整体建构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1002 李文平 重庆师范大学

27 中国文学 平行研究视角下的英国民谣与瑶族歌谣对比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1003 颜健生 贺州学院

28 中国文学 伦理诗学中的民族性问题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1004 张同胜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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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国文学 宋代唐集序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5 刘冰欣 宝鸡文理学院

30 中国文学
书写民族国家——以1920年代乡土文学话语为中心
的文学思想史考察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4 李音 海南大学

31 中国文学 论现代武侠文学“民族形象”的生成与建构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1 陈中亮 昆明理工大学

32 中国文学 中国古代总集分类体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2 蒋旅佳 陕西师范大学

33 中国文学 唐代制举与儒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6 田子爽 西安财经学院

34 中国文学 清末民国时期外国童话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7 周小娟 西北师范大学

35 中国文学 复兴与重塑：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1003 李萍 延安大学

36 外国文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小说批评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2003 邱晓林 四川大学

37 外国文学 当代美国女性自传性书写中的情动机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2002 李芳 西南大学

38 外国文学 R.S.托马斯诗歌美学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52001 蒋芬 玉林师范学院

39 外国文学
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作品中的文化书
写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2003 余艳娥 昆明理工大学

40 外国文学 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审父叙事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2001 沈丽芳 西安交通大学

41 外国文学 文学经典建构与民族身份书写：美国文学选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52002 史鹏路 西安交通大学

42 艺术学
丝绸之路甘青段少数民族乡土民居保护传承的设计
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60001 崔文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43 历史学
20世纪初中国国学研究机构的开山——四川国学院
的兴办与影响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70001 魏红翎 成都学院

第 3 页，共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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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历史学 清代晚明史书写中的东林话语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70003 阳正伟 昆明学院

45 历史学 美国环境外交与对外战略关系研究（1969-1992）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70002 靳小勇 西安交通大学

46 历史学 兰普莱希特史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70001 柏悦 西北大学

47 考古学 三峡地区古居民生业模式的考古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80002 马江波 重庆师范大学

48 考古学 两周青铜器生产、流通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80001 黎海超 四川大学

49 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人口结构调整理论中国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90005 宋元梁 西安工业大学

50 经济学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多维互动机制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90004 师  博 西北大学

51 经济学
社会观察、认知偏差与消费不足：机制、实证与政
策含义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90003 刘阳 西南财经大学

52 经济学 近代中国财政思想转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90001 付志宇 西南交通大学

53 经济学
新能源、传统能源与相关金融市场价格波动及其交
互行为的复杂非线性特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790002 胡杨 西南交通大学

54 经济学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7 刘芳 宝鸡文理学院

55 经济学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8 周伍阳 长江师范学院

56 经济学
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及政
策协调研究-以中国和印度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6 许欣欣 成都学院

57 经济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制造业
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3 唐丽淼 重庆工商大学

58 经济学 产能过剩背景下的杠杆率悖论与货币政策选择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5 王韧 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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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经济学
“南海争端”对中菲越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渠道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经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2 唐菁菁 广西大学

60 经济学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西部欠发达地区环境污染
与环境公正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1 戴其文 广西师范大学

61 经济学
虚拟水视角下中国各省水资源政策的多区域CGE模拟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2 邓光耀 兰州财经大学

62 经济学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农业完全成本水价形成及效应机
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0 穆兰 陕西师范大学

63 经济学
老龄化对中国长期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基于企
业创新“需求侧”视角的分析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3 豆建春 陕西师范大学

64 经济学 比较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7 张志敏 西安工程大学

65 经济学 农户分化背景下需求驱动型农技推广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4 焦源 西安工业大学

66 经济学
美联储加息与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基于宏观审慎的
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5 李祥发 西安理工大学

67 经济学 股指期货市场投资者情绪与信息传递效率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8 刘文文 西华大学

68 经济学
基于金融摩擦视角的“房地产-银行”系统关联性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6 李雪 西南财经大学

69 经济学
异质信念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市场融
资融券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09 刘映池 西南交通大学

70 经济学
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行业差异及行业结构优化的对
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4 王磊 延边大学

71 经济学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通：基于西南区域
的价值链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790011 全诗凡 云南财经大学

72 管理学 公司跨界购并动机、整合机理和模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8 殷瑾 电子科技大学

73 管理学
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组织创新、团队创新、员
工创造力的跨层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7 李蕙羽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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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管理学 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绩效考核相关配套政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1 陈云 内蒙古医科大学

75 管理学
中国企业创造力领导行为研究：结构、机理和多层
次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4 郭桂梅 陕西师范大学

76 管理学
分享经济时代社会距离对协同消费的影响及促进机
制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6 黄璐 四川大学

77 管理学
基于粗糙集理论的严格双边匹配决策方法研究及其
应用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3 高慧 四川师范大学

78 管理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外派遣员工的心理授权与
绩效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5 胡艳 四川师范大学

79 管理学
新常态下利益相关者压力对绿色供应链整合的影响
机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630002 冯泰文 西北工业大学

80 管理学
基于协同原理的项目群构建标准、实施模式与动态
优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1 白礼彪 长安大学

81 管理学
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中农民风
险识别及防范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11 张晓梅 长江师范学院

82 管理学 公平偏好视角下供应链纵向联合创新问题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6 刘会民 广西大学

83 管理学
多层次导向的谦卑型领导对研发团队及其员工跨界
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3 邓志华 贵州财经大学

84 管理学 西北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2 曹凌燕 兰州大学

85 管理学
基于视觉注意特性的煤矿特种作业人员作业行为模
型及应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4 李国辉 四川师范大学

86 管理学
网络闭合、关系嵌入、知识异质的交互效应对创业
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10 王育晓 西安工业大学

87 管理学
面向策略消费者的供应链全系统牛鞭效应及协调研
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7 马云高 西安交通大学

88 管理学
连锁董事对社会责任自愿披露行为扩散及其绩效的
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8 潘颖 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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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管理学
轻资产生鲜O2O模式下的终端库存控制策略和协调机
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5 李政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90 管理学 基于IAT实验方法的政府信任测量与影响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630009 王思琦 西南交通大学

91 政治学 西南地区边境村落社会变迁与治理转型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10002 邹荣 楚雄师范学院

92 政治学 美国文化外交中的政府角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10001 杨光 四川大学

93 法学 民事诉讼当事人具体化义务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20001 黄毅 西南大学

94 法学
环境保护税征管实施问题探究——兼评《环境保护
税法》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20004 肖仕刚 安顺学院

95 法学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作品法定许可制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20001 曹博 重庆大学

96 法学 新信息技术下个人信息刑事法保护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20003 马改然 内蒙古大学

97 法学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趋势、传播规律及防控对
策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20002 李涛 西南政法大学

98 社会学
当代中国居民的主观生活感受研究：影响机制与变
迁趋势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40002 郭小弦 西安交通大学

99 社会学 社会工作视域下秦巴山区精准扶贫绩效提升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40001 冯溪 西北大学

100 社会学
精准扶贫背景下康藏地区农牧民贫困致贫机理及减
贫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40003 王蒙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01 社会学
我国育龄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政策支持研
究：基于工作-生活平衡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40004 颜学勇 西南交通大学

102
民族学与文化
学

生态文明视野下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人地关系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50003 田华银 长江师范学院

103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50002 苏斐然 楚雄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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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明清时期云贵地区女土司社会角色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50001 沈乾芳 曲靖师范学院

105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滇中少数民族杂居区灾害记忆及当代启示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50004 叶宏 玉溪师范学院

106
民族学与文化
学

宁夏生态移民村落回汉民族关系演进机制与重构策
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50003 聂君 北方民族大学

107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苗族贾理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50005 王永伦 贵州师范大学

108
民族学与文化
学

西夏王朝正统性的政治塑造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50001 陈玮 陕西师范大学

109
民族学与文化
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民族语言使用与国家
认同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50004 王浩宇 西南交通大学

110
民族学与文化
学

汉藏教理院与民国汉藏文化交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50002 李仲良 西南民族大学

111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乡村传播对扶贫工作影响研究——基于田门村的调
查分析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60001 岳芃 西北大学

112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突围与重构：我国原创电视文化节目发展现状、问
题及对策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60001 崔慎之 长安大学

113
新闻学与传播
学

社交媒体舆论传播的心理机制及政府舆论引导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60003 杨颖 重庆师范大学

114
新闻学与传播
学

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潜舆论风险治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60002 何永华 吉首大学

115
新闻学与传播
学

中国新闻志书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60004 赵战花 西安外国语大学

116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图书馆构建与智慧服务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70001 陈臣 兰州财经大学

117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云南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档案化建设与开发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70002 陈子丹 云南大学

118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引文分析中引入“极性”概念的实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70002 尹莉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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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精准扶贫视角下西南彝区贫困县图书馆儿童低成本
阅读推广实践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70001 刘湘萍 楚雄师范学院

120
图书馆、情报
与文献学

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下西部少数民族口述档案资源建
设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70003 张志东 云南大学

121 教育学
乡村儿童社会教化六十年嬗变（1949—2009）——
西南五省区的教育人类学考察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6 于志涛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122 教育学
面向“一带一路”的交通土建国家化工程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5 杨林 重庆交通大学

123 教育学
分类管理框架下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内部控制规范研
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1 刘建银 重庆师范大学

124 教育学 中国留美大学生国家认同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2 马文琴 贵州师范大学

125 教育学 西南民族地区乡村英语教育现状调查与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4 陶鲤华 贵州师范大学

126 教育学 思维可视化视角下高中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9 郑鸿颖 四川师范大学

127 教育学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效果提升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7 余应鸿 西南大学

128 教育学
未来10年学龄人口变化对西北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与对策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8 张争光 咸阳师范学院

129 教育学
“一带一路”背景下周边国家孔子学院本土化发展
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80003 马勇 云南大学

130 教育学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师课程能力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9 伍雪辉 重庆师范大学

131 教育学 藏汉双语数学教师MPCK构建与发展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7 任利娟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132 教育学 乡村教师的课程知识理解对教学方式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11 张金运 贵阳学院

133 教育学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视角下的西北地区县域内校长交
流轮岗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8 沈萍霞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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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教育学 U-S跨界合作中的知识共享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1 郭瑞迎 陕西师范大学

135 教育学
从质量单元到质量体系：高职院校校内质量保障的
困境突围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5 卢德生 四川师范大学

136 教育学
西部地区农业职业教育政府供给效率评价与优化路
径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2 景琴玲 西安财经学院

137 教育学 教学研究型大学工科教师教学学术评价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4 李瑾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38 教育学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研究:机理、路
径与模式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3 兰小毅 西安工业大学

139 教育学
差异性需求导向下的区域职业教育质量差异化治理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10 徐小容 西南大学

140 教育学
慕课与翻转课堂：西南边疆省区高校课程创新的准
备度及导入策略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80006 秦超 云南民族大学

141 心理学
语义提示、行为期待和动作情境对儿童危险动作激
活的影响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11 赵亮 宝鸡文理学院

142 心理学
目标失败情境下自主和受控动机对青少年内隐自杀
意念的影响机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9 张石磊 长安大学

143 心理学 学龄前ADHD工作记忆训练干预效果及神经机制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7 余雪 重庆师范大学

144 心理学
对动机相关正性刺激的注意偏向及其成分和自主神
经机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3 刘亚 重庆师范大学

145 心理学 正念冥想促进青少年道德认同的干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6 肖前国 重庆文理学院

146 心理学 敬畏情绪对个体社会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4 罗利 内江师范学院

147 心理学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脑结构偏侧化缺陷及其遗传
基础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10 赵晶晶 陕西师范大学

148 心理学 创造力与情感障碍易感性关联的认知神经机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2 李亚丹 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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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心理学
大学毕业生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追踪研究：基于职
业使命取向的视角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8 张春雨 陕西师范大学

150 心理学 文化混搭与道德相对主义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1 韩婷婷 西安交通大学

151 心理学 家支自我对彝族大学生创业挫折的抵御作用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190005 王晓刚 西南民族大学

152 体育科学
提升留守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运动干预方案开发与
实证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90003 史海燕 重庆师范大学

153 体育科学
小学阶段儿童发展性协调障碍的运动干预方案设计
与应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90001 陈广勇 四川师范大学

154 体育科学
理论根基与实现路径：加强我国职业体育立法建设
的法治保障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890002 贺京周 西安交通大学

155 体育科学 大中小学体育教学目标一体化衔接培养模式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90001 孙云 陕西科技大学

156 体育科学
国际比较视角下我国职业拳击赛事运作模式的创新
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890002 王海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57 国际问题研究 我国对南海四国投资的国家风险传染机理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GJW002 朱念 钦州学院

158 国际问题研究
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中亚一体化及“丝绸之路经济
带”作用研究

规划基金项目 17XJAGJW001 王志 西安外国语大学

159 国际问题研究 东盟域内非法移民治理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GJW001 陈松涛 云南大学

160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四川段）历史路径变迁过程的虚拟
重建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ZH001 阚瑷珂 成都理工大学

161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宋代先贤祭祀与先贤书写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ZH003 熊艳娥 西安科技大学

162
交叉学科/综
合研究

基于时频分析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对金融市场联动关
系影响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17XJCZH002 王璐 西南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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