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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获奖成果名单（908 项） 

一等奖（50 项） 

马克思主义（2项） 

中国当代社会史 著作奖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2月 

张静如，王树荫， 

赵朝峰，吴汉全， 

师吉金，张世飞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建构

与建设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张雷声，梁树发， 

张云飞，张  新， 

秦  宣，刘建军 等 

思想政治教育（空缺） 

哲学（1项） 

中国儒学史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8月 

汤一介，李中华， 

王  博，许抗生， 

聂保平，聂  清 等 

逻辑学（1项） 

Reasoning about Preference 

Dynamics 
著作奖 Springer 2011年 刘奋荣 

宗教学（空缺） 

语言学（1 项） 

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论文奖 
出土文献（第四

辑） 
2013年 12月 裘锡圭 

中国文学（4项）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月 吴承学 

宋代散文研究（修订版）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杨庆存 

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

价值选择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张福贵 

中国诗歌通史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赵敏俐，吴思敬， 

李炳海，钱志熙， 

吴相洲，韩经太 等 

外国文学（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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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2项）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 

潘公凯，孔令伟， 

高天民，宋晓霞， 

于  洋，周  瑾 

音乐中的中国人 著作奖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2年 5月 
王耀华，郭小利， 

王  州 

历史学（7项） 

中国文化发展史 著作奖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 

龚书铎，郑大华， 

罗检秋，李  岩， 

廖名春，黄朴民 等 

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

（1592-1945）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4期 韩东育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肆

辑） 
著作奖 中西书局 2013年 12月 

李学勤，赵平安，

李均明，李守奎，

沈建华，刘国忠 等 

日知文集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7月 林志纯 

唐长孺文集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4月 唐长孺 

南京大屠杀全史 著作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张宪文，张连红， 

王卫星，张  生， 

姜良芹，曹大臣 等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9月 

赵生群，方向东， 

王华宝，吴新江， 

王  锷，曹红军 等 

考古学（1项） 

鲁东南沿海地区系统考古调查

报告 
著作奖 文物出版社 2012年 5月 

方  辉，文德安，

加里·费曼， 

琳达·尼古拉斯， 

栾丰实，于海广 等 

经济学（6项） 

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3月 
赖德胜，李长安，

孟大虎 等 

希腊古代经济史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6月 厉以宁 

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若干问题的

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10月 

林汉川，蓝庆新，

韩  晶，林洲钰，

王分棉 

能源碳排放系统分析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田立新，孙  梅，

肖  江，方国昌 

海岸带产业成长机理与经济发

展战略研究 
著作奖 海洋出版社 2012年 3月 晏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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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消费需求升级与产业

发展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9月 

臧旭恒，杨蕙馨，

刘国亮，曲  创，

尹  莉，张东辉 等 

管理学（5项） 

“两型社会”建设评价理论与

实践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9月 

陈晓红，游达明，

任胜钢，李大元 等 

How does justice matter in 

achieving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 performance? 

论文奖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ume 30，

Issue5，July 

2012 

刘  益，（美）黄  莺，

（美）陆亚东，赵  阳 

中国应急管理：理论、实践、

政策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3月 童  星，张海波 等 

自主创新战略和国际竞争力研

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8月 

吴贵生，蔺  雷，

王  毅，吴灼亮，

梁  玺，魏守华 等 

关于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研

究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4月 郑功成 

政治学（3项） 

行政哲学研究 著作奖 学习出版社 2011年 3月 何  颖 

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中国

农业农村的再出发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4月 

郁建兴，高  翔，

黄红华，陈丽君，

沈玉平，王诗宗 等 

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 著作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 3月 周  平 

法学（3项） 

法学方法论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2月 王利明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5月 张明楷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

法律机制研究 
著作奖 九州出版社 2013年 3月 

周叶中，祝  捷，

刘文戈，黄  振，

王  堃，张霄龙 

社会学（2项） 

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战

略及推进模式研究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7月 

李  强，刘精明，

陈宇琳，王大为 等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7月 

陆学艺，唐  军，

胡建国，赵卫华，

李君甫，李晓婷 等 

民族学与文化学（1项） 

青藏高原碉楼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石  硕，杨嘉铭，

邹立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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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与传播学（2项） 

政治传播：历史、发展与外延 著作奖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1月 段  鹏 

舆擎中国——新形势下舆论引

导力提升方略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12月 

蒋晓丽，侯雄飞，

王炎龙，肖尧中，

操  慧，张  放 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空缺） 

教育学（5项）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 著作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年 12月 

顾明远，鲁  洁，

王炳照，谈松华，

袁振国，张跃进 等 

新课程下的教学方式转变 著作奖 
西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5月 

靳玉乐，罗生全，

王牧华，张家军，

樊亚峤，李宝庆 

高考改革论 著作奖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2月 刘海峰 

新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艰难选

择 
论文奖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 
2012年第 6期 张应强 

走向优质均衡的职业教育统筹

发展研究——基于京津沪渝均

衡测度的调研分析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9月 

朱德全，李  鹏，

徐小容，杨  鸿 

心理学（1项） 

学习过程与机制研究——我国

学习双机制理论与实验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8月 莫  雷 

体育学（1项） 

论面向学生的中国体育与健康

新课程 
论文奖 体育科学 2013年第11期 季  浏 

统计学（空缺） 

港澳台问题研究（空缺） 

国际问题研究（1 项） 

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12月 石源华 

交叉学科（1项） 

中国能源报告（2012）：能源

安全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魏一鸣，吴  刚，

梁巧梅，廖  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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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251 项） 

马克思主义（7项）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

——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

疑问 

著作奖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月 
陈学明，黄力之，

吴新文 等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

展形态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3期 郝立新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

构及实现方式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8期 刘同舫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

（1918-1922） 
著作奖 学习出版社 2012年 3月 

田子渝，蔡  丽，

徐方平，李良明 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

代中国实践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月 

王永贵，李沛武，

夏  禹，金坤城，

郑海祥 等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

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6期 叶险明 

经典作家东方学说的当代发展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4月 俞良早 

思想政治教育（6 项） 

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

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5月 

夏智伦，徐建军，

曾力勤，唐珍名，

何旭娟，周先进 等 

当代大学生诚信制度建设及加

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 4月 

黄蓉生，董  娅，

林庭芳，崔延强，

张新民，张国镛 等 

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

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6月 

林  泰，冯虞章，

刘书林，蒋耘中，

王传利，朱安东 等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思想

掌握群众 
论文奖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 9期 骆郁廷 

“广谱式”创新创业教育导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王占仁 

全面理解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论文奖 高校理论战线 2011年第10期 吴潜涛，杨峻岭 

哲学（16项） 

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

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2期 陈先达 

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丁立群，李  卓，

赵全洲，高来源 等 

莱布尼茨哲学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9月 段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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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丰子义 

社会层级结构理论：关于“中国

问题”的一种分析框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韩庆祥，汪业周 

德性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9月 江  畅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

化的哲学省思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2月 李宗桂 

正蒙合校集释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4月 林乐昌 

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月 

刘湘溶，李培超，

曾建平，彭立威，

朱  翔，周晚田 等 

西方诠释学史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潘德荣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孙正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

与历史研究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陶德麟，何  萍，

李维武，汪信砚，

丁俊萍，萧诗美 等 

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王中江 

心智、语言和机器——维特根斯

坦哲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0月 徐英瑾 

被遮蔽的马克思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0月 俞吾金 

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

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朱汉民 

逻辑学（1项） 

集合论含有原子的自然模型和

布尔值模型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李  娜 

宗教学（4项） 

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道派、历史、

文献与思想综合研究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6月 盖建民 

湘西原始宗教艺术研究 著作奖 民族出版社 2012年 11月 陆  群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7月 徐以骅 等 

当代宗教冲突与对话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4月 

张志刚，王锁劳，

吴冰冰，唐孟生，

沙宗平，田  炜 等 

语言学（16项） 

维吾尔语词汇学与研究 著作奖 民族出版社 2011年 4月 
阿布都鲁甫·甫拉

提·塔克拉玛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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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veral Principles in 

Reconstructing a 

Proto-language-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nes and 

Pre-initials*h-and*?-of Proto-Yi 

论文奖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39, 

No.2(2011) 
陈保亚，汪  锋 

语言与高层转喻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 陈香兰 

新金文编 著作奖 作家出版社 2011年 10月 董莲池 

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

展（修订本）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11月 董秀芳 

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

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3月 方一新，高列过 

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与自我认

同发展——四年五校跟踪研究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8月 

高一虹，边永卫，

刘  璐，王小英，

臧  青，战凤梅 等 

包山楚墓文字全编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12月 
李守奎，贾连翔，

马  楠 

十三经辞典 著作奖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刘学林，迟  铎，

白玉林，党怀兴，

周淑萍，王明仓 等 

外语磨蚀的影响因素研究 著作奖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2年 1月 倪传斌 

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多视角

研究 
著作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邱  冰 

语料库翻译学探索 著作奖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2月 

王克非，秦洪武，

黄立波，胡显耀 

《朱子语类》词汇研究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3月 徐时仪 

《通用规范汉字表》（报送稿）

咨询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5月 

王  宁，王立军，

王晓明，卜师霞，

凌丽君 

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

释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6月 袁毓林 

英语数字素养评价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 张  薇 

中国文学（20项） 

“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

创作的特质和意义 
论文奖 当代作家评论 2013年第 1期 陈晓明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董丽敏 

《蒙古秘史》与罗·《黄金史》：

文化变迁研究 
著作奖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2013年 12月 杭  爱 

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月 何宗美 

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

文学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洪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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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 著作奖 凤凰出版社 2012年 12月 金程宇 

先秦文艺思想史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5月 

李春青，李  山，

过常宝，刘绍瑾 等 

文镜秘府论研究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 8月 卢盛江 

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4月 

欧阳友权，欧阳婷，

刘一鸣，龚举善，

禹建湘 

汉魏乐府艺术研究 著作奖 学苑出版社 2011年 1月 钱志熙 

春秋文学系年辑证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邵炳军，甄洪勇，

刘挺颂，梁  奇，

王志芳，郝建杰 等 

文论危机与文学文本的有效解

读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5期 孙绍振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

释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3月 

谭  帆，刘晓军，

王庆华，杨志平，

李军均 等 

“五四”后中国佛教文学思想的

现代转型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4期 谭桂林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状

态”——以 1975-1983年为中心 
论文奖 文学评论 2013年第 4期 王  尧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

流变研究 
著作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肖瑞峰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

刊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2013年 8月 

徐中玉，陈谦豫，

王寿亨，萧华荣，

侯毓信，蒋树勇 等 

中国古代曲体文学格律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3月 俞为民 

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2月 

朱德发，魏  建，

刘子凌，李  钧，

张丽军，周海波 等 

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朱  刚 

外国文学（4项） 

中外文论史 著作奖 巴蜀书社 2012年 12月 

曹顺庆，傅勇林，

李清良，王晓路，

蒋承勇，李伟昉 等 

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

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6月 容新芳 

“文化辩护书”：19世纪英国

文化批评 
著作奖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3年 1月 殷企平 

广义叙述学 著作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赵毅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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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9项） 

中国绘画理论史（增订三版） 著作奖 
台湾三民书局股

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月 陈传席 

戏剧人类学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11月 陈世雄 

文化产业背景下手工艺产业转

型与发展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0月 

何  洁，熊澄宇，

荆  雷，尚  刚，

姚政邑 

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 著作奖 学林出版社 2011年 11月 黄鸣奋 

中国设计艺术史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0月 李立新 

中国艺术批评史 著作奖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3年 10月 
凌继尧，张爱红，

张晓刚，黄桂娥 

中华民族服饰结构图考 著作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13年 8月 
刘瑞璞，陈静洁，

何  鑫 

中华竹韵 著作奖 
中国美术学院出

版社 
2011年 1月 许  江，范景中 

社会实践是检验我国现代音乐创
作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从审
美实践范畴的角度探索建构我国
现代音乐创作的评价标准 

论文奖 人民音乐 2011年第 4期 叶松荣 

历史学（17项） 

“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

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8月 白建才 

元典章 著作奖 
中华书局、天津

古籍出版社 
2011年 3月 

陈高华，张  帆，

刘  晓，党宝海 等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

的历史论述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2月 葛兆光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3月 关晓红 

内蒙古通史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2月 

郝维民， 
齐木德道尔吉， 
张久和，任爱君，
宝音德力根， 
乌云毕力格 等 

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3期 李  凭 

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
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11月 梁茂信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著作奖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 12月 茅海建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 

著作奖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3年 8月 
瞿林东，刘家和，
陈其泰，张  越，
许殿才，王志刚 等 

汉代监狱制度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3月 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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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

国化”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王晓德 

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

史视野中的书院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10月 肖永明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著作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 6月 

杨栋梁，王振锁，

赵德宇，宋志勇，

刘岳兵，田庆立 等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10月 
杨翼骧，乔治忠，

朱洪斌 

北魏政治史 著作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年 11月 张金龙 

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7月 朱  英 

中国历史自然地理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0月 

邹逸麟，张修桂，

王守春，满志敏，

郑景云，傅  辉 等 

考古学（2项）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霍  巍 

蒙古山水地图 著作奖 文物出版社 2011年 9月 林梅村 

经济学（30项） 

外汇储备规模与本币国际化：日

元的经验研究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0期 白钦先，张志文 

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的证据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2期 

白重恩，李宏彬，

吴斌珍 

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 9期 
陈冬华，胡晓莉，

梁上坤，新  夫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tak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rs 

论文奖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110,Issue 1, 

October 2013 

邓  辛， 

Jun-Koo Kang，

Buen Sin Low 

资产系统性风险跨期时变的内

生性：由理论证明到实证检验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4期 

丁志国，苏  治，

赵  晶 

转型、升级与创新——中国特色

新型工业化的系统性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9月 

杜传忠，张  贵，

刘英基，郭树龙，

曹艳乔，王金杰 等 

Realized GARCH: A Joint 

Model for Returns and Realized 

Measures of Volatility 

论文奖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Volume 27, 

Issue 6, 

September/Oct

ober 2012 

Peter R. Hansen， 

黄卓，Howard Shek 

In search of conclusive evidence: 

How to test for adjustment to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 

论文奖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Volume 17, 

Issue 1, 

February 2010 

Armen 

Hovakimian，

Guangzho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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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技术研发体制、知识产

权及竞争力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9月 

胡瑞法，蔡金阳，

逄金辉，丁  邡，

石晓华，王晓兵 

推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互

动共进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1月 黄祖辉 

中国收入差距变动分析——中

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Ⅳ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5月 

李  实，(日)佐藤宏，

(加)史泰丽 等 

世界经济波动理论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李天德，李  旸，

马德功，蒋  瑛，

王  鹏 等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

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9月 林毅夫 

时变参数“泰勒规则”在我国货

币政策操作中的实证研究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2年第 7期 刘金全，张小宇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测算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4期 

卢洪友，连玉君，

卢盛峰 

产权强度、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

保护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罗必良，张曙光，

陈小君，何一鸣，

李尚蒲，胡新艳 等 

中国出口扩张的创新溢出效应：

以泰国为例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1期 罗长远，张  军 

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

研究 
著作奖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1年 8月 钱震杰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水资源配置

论 
著作奖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年 12月 

沈满洪，魏  楚，

高登奎 等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

响——来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

的实证研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5期 盛  斌，吕  越 

政治关联影响我国上市公司长

期绩效的三大效应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1期 田利辉，张  伟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民营化绩效

评价与管制政策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王俊豪，周小梅，

王建明，李云雁 等 

“摸着石头过河”：理论反思 论文奖 世界经济 2011年第11期 王  曦，舒  元 

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

理论与实证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1期 

谢  康，肖静华，

周先波，乌家培 

宏观金融工程：理论卷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7月 
叶永刚，宋凌峰，

张  培 等 

中国地区产业专业化演变的 U

型规律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期 张建华，程  文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8月 张  杰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体系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郑超愚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1期 钟宁桦 

改革的逻辑 著作奖 中信出版社 2013年 9月 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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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27项）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

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论文奖 公共管理学报 2012年第 2期 包国宪，王学军 

经营的本质 著作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年 11月 陈春花 

转型期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若

干问题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池仁勇，林汉川，

谢洪明，刘道学，

汤临佳，陈衍泰 等 

关于发挥风电优势构建绿色新

能源示范省的建议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4月 邓  健，张玉新 

金融市场中传染风险建模与分

析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何建敏，李守伟，

周  伟 

公共政策文献量化研究及其决

策实践应用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2月 

黄  萃，张  剑，

叶选挺，谢  祥，

苏  竣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 

论文奖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ume 8, 

Issue 1,  

March 2012 

贾良定，尤树洋，

杜运周 

协调发展与区域治理：京津冀地

区的实践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李国平，陈红霞，

孙铁山，薛  领，

陈秀欣，林伟鹏 等 

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技术与方法

——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李廉水，孙  健，

陈云峰，吴先华，

王  军，王桂芝 等 

中国公司治理：转型与完善之路 著作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1月 
李维安，陈小洪，

袁庆宏 等 

东北老工业基地科技支撑全面

振兴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2月 

刘凤朝，孙玉涛，

马荣康，徐  茜，

刘连峰，张  娜 等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Shopping Characteristics and 

Well-Designed Websites on 

Satisfaction 

论文奖 MIS Quarterly 

Volume 36, 

Issue 4, 

December 

2012 

罗继锋，（美）Sulin 

Ba，（美）Han Zhang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

龄化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3期 彭希哲，胡  湛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部

门利益问题 
论文奖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 5期 石亚军，施正文 

水利发展阶段研究——水利发展

阶段划分、评判及战略取向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7月 

王亚华，胡鞍钢，

黄译萱，唐  啸 

解读苏南 著作奖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年 4月 

温铁军，董筱丹，

杨  帅，朱信凯，

杨殿闯 等 

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投融资行

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1期 

吴超鹏，吴世农，

程静雅，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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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Public 

Sector: Typology and 

Distribution 

论文奖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1,No. 2, 

2013 

吴建南，马  亮，

杨宇谦 

OECD 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0月 

薛  澜，柳卸林，

穆荣平，梁  正，

柏  杰，何海燕 等 

制造工程管理中的优化理论与

方法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杨善林，周永务，

李  凯 等 

北京市轨道交通司机安全性评

价与管理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5月 

叶  龙，郭  名，

褚福磊，蔡  芸，

刘颖琦，彭  芬 

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修订

版）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7月 张康之 

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公

共服务体系完善理论与实证研

究：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依归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6月 

张立荣，冷向明，

汪志强 等 

创新管理：企业创新路线图 著作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 9月 
张振刚，陈志明，

余传鹏，周海涛 

北京中心城人口疏解与新城发

展机制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0月 赵秀池，刘欣葵 

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

制度设计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 钟永光 

中国能源效率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 
周德群，查冬兰，

周  鹏 等 

政治学（7项） 

政府与企业的交换模式及其演

变规律——观察腐败深层机制

的微观视角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1期 金太军，袁建军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创新研

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月 倪  星 

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

系构建与地区差距测量 
论文奖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13年第 1期 王洛忠，李  帆 

以治理的民主实现社会民生：对

于行政信访的再审视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王浦劬，胡元梓，

龚宏龄，吕普生，

倪宇洁，田文利 等 

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

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

为参照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8期 徐  勇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

的崛起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月 张卫（张维为）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3期 周光辉 

法学（20项） 

关于深化司法改革若干问题的

思考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4期 陈光中，龙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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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问题立法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8月 
陈小君，高  飞，

耿  卓 等 

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陈兴良 

公益征收法研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房绍坤，王洪平 等 

国际法哲学导论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5月 何志鹏 

预算公开法治化：实质、困境及

其出路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5期 蒋悟真 

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3期 林来梵 

Free Trade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著作奖 Hart Publishing 2013年 石静霞 

论部门行政职权相对集中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石佑启，杨治坤 

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

考察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3月 吴佩林 

La Tutela Penale della Privacy 

nell'Epoca di Internet 
著作奖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2012年 吴沈括 

行政处罚上的空白要件及其补

充规则 
论文奖 法学研究 2012年第 6期 熊樟林 

批判民法学的理论建构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薛  军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

变革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期 姚建宗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8期 叶必丰 

民间借贷的激励性法律规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岳彩申 

中华法制文明史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3年 1月 张晋藩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9期 张  翔 

传统中国的法秩序及其构成原

理与意义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2年第 3期 张中秋 

关于中国现阶段慎用死刑的思

考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1年第 6期 赵秉志 

社会学（8项） 

跨体制社会资本及其收入回报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2期 
边燕杰，王文彬，

张  磊，程  诚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

基于上海市的实证研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6期 仇立平，肖日葵 

环境友好的社会基础——中国

市民环境关心与行为的实证研

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0月 

洪大用，肖晨阳，

卢春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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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

境及其超越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4期 

李友梅，肖  瑛，

黄晓春 

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 
著作奖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年 马  戎 

自我行动的逻辑：当代中国人的

市场实践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0月 汪和建 

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

险传染——浙江案例研究 
论文奖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 3期 

吴  宝，李正卫，

池仁勇 

生育水平评估与生育政策调整

——基于中国大陆分省生育水

平现状的分析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6期 
尹文耀，姚引妹，

李  芬 

民族学与文化学（4项） 

青海蒙古族蒙藏佛教口述史：阿

旺却太尔口述 
著作奖 民族出版社 2011年 9月 达·巴图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

总体考察 
论文奖 

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 
2012年第 1期 马晓丽，崔明德 

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 著作奖 
中国海洋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5月 

曲金良，朱建君，

修  斌，赵成国，

马树华，闵锐武 等 

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邢  莉，邢  旗 等 

新闻学与传播学（5项） 

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

1840-1919 
著作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韩丛耀，季  芬，

范文霈，刘  亚，

陈玉申，陶开俭 等 

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李良荣，陆  晔，

周葆华，沈  菲，

张志安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2月 刘  涛 

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

（2013）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8月 

谢耘耕，刘  锐，

刘  怡，荣  婷，

袁  会，王  理 等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2013） 著作奖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3年 6月 喻国明，李  彪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6 项） 

图书馆员去职业化问题、原因及

对策研究 
论文奖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1年第 1期 

陈传夫，王云娣，

盛  钊，丁  宁 

图书馆权利研究 著作奖 学习出版社 2011年 3月 
程焕文，潘燕桃，

张  靖 等 

顾炎武全集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12月 

黄  珅，严佐之，

刘永翔，严文儒，

戴扬本，顾宏义 等 

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 著作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 9月 黄仕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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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实践 著作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邱均平，谭春辉，

任全娥，赵蓉英，

吴建华 等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

响力报告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11月 

苏新宁，邓三鸿，

王振义，韩新民，

杨建林，苏  震 等 

教育学（21项） 

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

实践性知识研究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 7月 陈向明 等 

教育现代化的路径——现代教

育导论（第 2 版）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褚宏启 

高职院校“三个三结合”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奖 

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6月 丁金昌，童卫军 

教育政策的监测与评价研究——

以“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

目影响力评价为例 

著作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年 8月 

杜育红，胡咏梅，

杜  屏，朱志勇，

赵德成，梁文艳 等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义务教育体

制改革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2月 

范先佐，雷万鹏，

郭清扬，贾勇宏，

冯  帮，张利萍 等 

信息时代的教育传播研究：理论

与实践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 胡钦太，胡小勇 

地方高校创业教育转型发展研

究 
著作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黄兆信，王志强，

朱雪波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市场的

挑战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2月 蒋  凯 

西方课程思潮研究 著作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 4月 
李臣之，郭晓明，

和学新，张家军  

课堂生态论：和谐与创造 著作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年 5月 
李  森，王牧华，

张家军 

教育转型：理论、机制与建构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鲁  洁，冯建军，

王建华，吕丽艳，

孙迎光 等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潘懋元，车如山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报告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月 庞丽娟，洪秀敏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 著作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年 12月 

石  鸥，吴小鸥，

方成智，张增田，

段发明，石  玉 

理性捍卫大学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眭依凡 

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历

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择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9月 

檀传宝，王  啸，

班建武，王小飞，

张宁娟，赵振洲 等 

公共财政框架下公共教育财政

制度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 

王善迈，孙志军，

袁连生，刘泽云，

崔  盛 等 



— 17 — 
 

创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基于设计

的研究 
著作奖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2月 王文静 

关于制定《规范农村学校布局调

整若干规定》的政策建议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6月 邬志辉 

中国人留学史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1月 

章开沅，余子侠，

郑  刚，刘振宇，

冉  春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 著作奖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 1月 

周  川，黄启兵，

肖卫兵，谢竹艳，

崔恒秀，洪  芳 等 

心理学（5项） 

Vision Dominates at the 

Preresponse Level and Audition 

Dominates at the Response Level 

in Cross-modal Interaction: 

Behavioral and Neural Evidence 

论文奖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pril,2013.33 

(17) 
陈  骐，周晓林 

林崇德心理学文选 著作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年 9月 林崇德 

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 is 

Associated with Trait Positive 

Affect and Positive Emotional 

Expressivity 

论文奖 
Biological 

Psychology 

Volume 93, 

Issue 1, 2013 

王振宏，吕  薇，

秦荣彩 

Methods and Implementary 

Strategies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uzhi 

著作奖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11年 

张大均，王金良，

余  林  

Control Deprivation and Styles 

of Thinking 
论文奖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102, No.3, 

2012 

周欣悦，何凌南，

杨  青，劳俊鹏， 

（美）Roy F. 

Baumeister 

体育学（4项） 

2008北京奥运会精神遗产的时

代价值与传承机制 
著作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 12月 陈作松，林  俊 

体育大国迈进体育强国的战略

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2月 

池  建，蔡有志，

苗向军，李  宁，

米  靖，燕继荣 等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学化之

路——基于互动发展的理论与

实践 

著作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年 12月 方千华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由“赶超型”

走向“可持续发展型” 
论文奖 

北京体育大学学

报 
2013年第 1期 杨  桦，任  海 

统计学（2项） 

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Diffusion Processes via 

Closed-form Density Expansions 

论文奖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Vol. 41, No. 3, 

2013 
李辰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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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Imputation with 

Diagnostics (mi) in R: Opening 

Windows into the Black Box 

论文奖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Volume 45, 

Issue 2, 

December 

2011 

（中国台湾）苏毓

淞（Yu-Sung Su)，

（美）Andrew 

Gelman，（美）

Jennifer Hill，（日）

Masanao Yajima 

港澳台问题研究（空缺） 

国际问题研究（2 项） 

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

外交意蕴 
论文奖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 6期 时殷弘 

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 论文奖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12期 吴志成，何  睿 

交叉学科（8项） 

近代齐鲁与江南汉族民间衣装

文化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6月 崔荣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 

梵文、佉卢文卷 
著作奖 中西书局 2013年 4月 

段  晴，张志清，

萨尔吉，叶少勇，

张雪杉，皮建军 等 

Der Westen und das Reich der 

Mitte:Die Verbreitung westlichen 

Wissens im Spätkaiserlichen 

China 

著作奖 
Harrassowitz 

Verlag 
2013年 方维规 

国情报告（1998-2011） 著作奖 

党建读物出版

社,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2年 10月 

胡鞍钢，门洪华，

王亚华，王绍光，

温  军，鄢一龙 等 

海外石油勘探开发投资技术经

济评价方法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7月 

罗东坤，赵  旭，

夏良玉，王建君，

尹秀玲，王  青 等 

实验伦理学：研究、贡献与挑战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6期 
（美）彭凯平， 

喻  丰，柏  阳 

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3)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2月 

吴林海，王建华，

朱  淀 等 

中国金融思想史 著作奖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0月 姚  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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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596 项） 

马克思主义（17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

与当代走向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1月 

包心鉴，郝  丽，

常桂祥，王韶兴 等 

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9月 陈明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 著作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0月 

陈占安，孙熙国，

程美东，侯松涛，

高中华，孙秀民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房广顺，孟庆艳，

刘宁宁，时家贤，

王喜满 等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

力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0月 郭宝宏 

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及其中国

经验 
论文奖 理论学刊 2013年第 7期 韩喜平，崔  妍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李成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者对新儒学运动的学术批

判 

论文奖 中共党史研究 2011年第 3期 李方祥，郑崇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创新研究 
著作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0月 刘焕明 

共享式增长与消除权利贫困 论文奖 哲学研究 2012年第11期 龙静云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 著作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 9月 马社香 

马克思的群众观及其哲学变革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2期 牟成文 

当前中国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观念与路径——基于全国

50所高校的调查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8期 
沈壮海，张发林，

王培刚，陶  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发展

史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9月 

石云霞，袁银传，

孙来斌，韩  玲，

郑  洁，陈  哲 等 

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 论文奖 历史研究 2011年第 3期 苏智良，江文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史

研究（1899-1940）——兼论近

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著作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 12月 孙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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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亚细亚生产

方式——从普遍史观到特殊史

观的关系问题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6期 涂成林 

思想政治教育（12 项） 

理念·价值·精神：汶川地震灾

后思想建设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月 

戴钢书，欧阳彬，

肖永梅，任雪梅，

吴晓云，郭芙蕊 等 

社会变革时期中国大学生道德

价值观调查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冯秀军，侯佳伟，

王  哲 

围绕立德树人创建“六位一体”

育人模式，走出特色育人之路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0年 7月 郭立新 

当代大学生思想特点、成长规律

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著作奖 

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卢黎歌，薛  华，

范高社，杨  华，

何志敏，魏  华 等 

建构高校辅导员工作长效机制

研究 
著作奖 

大连海事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6月 曲建武 

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2月 孙其昂 

大学生诚信伦理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王淑芹，曾令辉，

张鸿燕，杜  凡，

向  征，常建勇 等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机理、

测度评价与提高策略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4月 

魏进平，魏  娜，

冯石岗，张剑军 

后危机时代的文化矛盾与价值

重构 
论文奖 哲学研究 2013年第11期 于  冰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论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9月 宇文利 

现代性的信仰困境与信仰塑造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张  琳 

公民意识评价与培育机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9月 章秀英 

哲学（26项） 

破除“两军对垒”教条主义的思

想前驱——论 1957年“中国哲

学史座谈会” 

论文奖 学术月刊 2013年第12期 陈卫平 

论风险观念的价值哲学基础 论文奖 哲学研究 2012年 2月 崔伟奇 

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4月 丁四新 

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

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

生学考察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6月 丁为祥 

“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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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

视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期 贺天平 

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

社会思潮有效引领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0月 

李建华，左高山，

高恒天，冯周卓，

潘泽泉，姜国俊  

计算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李建会，符  征，

张  江 

存在论哲学的两个向度：马克思

与海德格尔自由观比较研究 
论文奖 哲学研究 2012年第 6期 李志强 

物与无：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 著作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0月 刘森林 

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

境界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月 鲁品越 

科学的社会性和自主性：以默顿

科学社会学为中心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 马来平 

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

而上学》Z 卷研究（Z1-9） 
著作奖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2月 聂敏里 

文化与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

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5月 欧阳谦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

原 
论文奖 道德与文明 2013年第 1期 田海平 

The Core Issue of Values and the 

Prepositional Criticism of the 

Answer 

论文奖 

Critique: 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Volume 

41,Number 2, 

May 2013 

吴向东 

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现代阐释（第二版） 
著作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 2月 杨  耕 

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 著作奖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 6月 杨国荣 

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

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8月 张成岗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个人原则

与社会原则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8期 张  盾 

从“幻相的逻辑”到“现象学的

逻辑”——探讨胡塞尔对辩证法

的处理方式 

论文奖 世界哲学 2012年第 3期 张庆熊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总体观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6月 张文喜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著作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月 

张异宾，唐正东，

刘怀玉，蓝  江，

周嘉昕，孙乐强 等 

多元方法论——对传统方法论

的批判与解构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1月 张之沧，张  卨 

价值还原为事实：无谬误的自然

主义 
论文奖 哲学研究 2013年第 8期 朱志方 

激进政治的兴起——马克思早

期政治与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当

代解读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1月 邹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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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1项） 

自由摹状词理论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3月 冯  艳 

宗教学（7项） 

《中观心论》及其古注《思择焰》

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4月 何欢欢 

空海与中国唐密向日本东密的转

化——兼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 
论文奖 世界宗教研究 2012年第 5期 洪修平，孙亦平 

中国宗教史 著作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麻天祥 ，姚彬彬，

沈  庭 

老子集成 著作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 5月 熊铁基，刘固盛  

如来藏经典与中国佛教 著作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月 杨维中 

中国宗教思想通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月 
詹石窗，杨  燕，

于国庆 

民族之间通婚影响多宗教和谐

共处的研究——以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论文奖 世界宗教研究 2011年第 6期 张桥贵，李守雷 

语言学（32项） 

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汇纂 著作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年 5月 白于蓝 

藏语词汇学概论 著作奖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1年 3月 邓  戈 

敦煌文献名物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12月 杜朝晖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 著作奖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6月 胡开宝 

唐五代佛典音义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3月 黄仁瑄 

甲骨拼合续集 著作奖 学苑出版社 2011年 12月 
黄天树，刘  影，

王子杨，莫伯峰 

汉字学新论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5月 李运富 

法庭话语权力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8月 吕万英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6月 毛远明 

今文《尚书》词汇研究 著作奖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8月 钱宗武 

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

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9月 屈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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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historico-intercultural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its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 

论文奖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11, 2012 施  旭 

语调格局——实验语言学的奠

基石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2月 

石  锋，王  萍，

梁  磊，邓  丹，

郭  嘉，温宝莹 等 

汉语口语问答句衔接语模式研

究 
著作奖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1年 6月 孙雁雁 

缅甸语汉语比较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汪大年 

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12月 王东海，王丽英 

俄语名词句法特征的计量研究 论文奖 
莫斯科大学学报

（语文学版） 
2013年第 5期 王  永，刘海涛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 30年

（1978-2008）：回顾与反思 
著作奖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 2月 

魏向清，耿云冬，

王东波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pular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Semantic underspecification and 

pragmatic enrichment 

论文奖 Lingua 

Volume 121, 

Issue 5, April 

2011 

吴义诚 

秦晋两省沿河方言比较研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12月 
邢向东，王临惠，

张维佳，李小平 

A Realization Optimality Theory 

approach to blocking and 

extended morphological 

exponence 

论文奖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ume 47, 

Issue 03, 

November 

2011 

徐  政， 

Mark Aronoff 

生成语法框架下关系结构的句

法与一语习得研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11月 杨彩梅 

The Principles and Tactics on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论文奖 Babel 
Vol.58, No.1 

2012 
杨明星 

汉语话题句中语迹的神经机制

研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6期 杨亦鸣，刘  涛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论考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0月 张小艳 

敦煌写本文献学 著作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2月 张涌泉 

杜登德汉大词典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赵登荣，周祖生，

潘  璐，孙坤荣，

佟秀英，赵蓉恒 

集韵校本 著作奖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赵振铎 

视域嬗替的语言镜像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郑竹群 

汉语移动域框架语义分析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6月 周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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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韵律与语法的互动关

系研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10月 周  韧 

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

典 
著作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 9月 

宗福邦，骆瑞鹤，

罗积勇，万献初，

肖  毅 等 

中国文学（44项） 

德都蒙古文学史 著作奖 民族出版社出版 2013年 6月 

古·才仁巴力， 

乌力吉，邰银枝，

娜仁图雅，塔  拉 

文类基本问题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陈  军 

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

求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陈  炎，赵  玉，

李  琳 等 

庄子纂要 著作奖 学苑出版社 2012年 3月 方  勇 

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

价值与局限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高  玉 

唱和诗词研究——以唐宋为中

心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9月 巩本栋 

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

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 
论文奖 文学评论 2011年第 5期 关爱和 

中国散文通史 著作奖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月 

郭预衡，郭英德，

康  震，过常宝，

刘锡庆，刘  勇 等  

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胡传志 

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7月 胡可先 

论差异性研究 论文奖 外国文学研究 2012年第 4期 胡亚敏 

楚辞与简帛文献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3月 黄灵庚 

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关系初

议 
论文奖 文学评论 2013年第 6期 蒋述卓 

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

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 
论文奖 

中国现代文学研

究丛刊 

2012年第 10、

11、12期 
解志熙 

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宋代晁

氏家族文学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2月 李朝军 

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

因革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 李  贵 

批评文体论纲 著作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李建中，李小兰 

初明诗歌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6月 李圣华 

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8月 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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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2期 李  怡 

西部作家精神档案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7月 李遇春 

先秦进谏制度与怨刺诗及《诗》

教之关系 
论文奖 文学评论 2011年第 3期 刘怀荣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 著作奖 中西书局 2012年 3月 刘增杰，郝魁锋 

南明文学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12月 潘承玉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 著作奖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 彭玉平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边

界、问题与方法——一个基于问

题意识的历史反思和创新展望 

论文奖 文史哲 2012年第 5期 谭好哲 

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0月 万建中 

白话文运动中的文章观念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7期 王本朝 

新史料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

坐实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2期 王洪军 

汉代对策文刍议 论文奖 文学遗产 2012年第 6期 韦春喜 

性觉醒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

兴起 
论文奖 文学评论 2012年第 1期 徐仲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

化思潮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9月 杨剑龙 

Baudelaire et la poésie chinoise 

souterraine au temp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著作奖 
Presses Sorbonne 

nouvelle 
2013年 杨玉平 

中国文学理论元理论百年嬗变 论文奖 文学评论 2013年第 2期 尤西林 

唐诗与其他文体之关系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1月 余恕诚，吴怀东 

太平广记会校（附索引） 著作奖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年 11月 张国风 

《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6月 张金梅 

周易经传美学通论 著作奖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1年 8月 

张锡坤，姜  勇，

窦可阳 

明代词学通论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3月 张仲谋 

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

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3期 赵宪章 

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

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赵学勇，王贵禄 

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周保欣，荆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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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诗考证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 5月 朱则杰 

晚清民国传奇杂剧文献与史实

研究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左鹏军 

外国文学（15项） 

Entre tradition poétique chinoise 

et poésie symboliste française 
著作奖 L' Harmattan 2011年 车  琳 

日本汉文学史 著作奖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 5月 陈福康 

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 著作奖 重庆出版社 2011年 10月 

陈建华，耿海英，

张素玫，李冬梅，

杨明明，陈国恩 

20世纪西方文学主题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4月 

蒋承勇，武跃速，

史永霞，王一平，

高毛华，马  翔 等 

Active Audience: A New 

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a 

Key Concept of Cultural Studies 

著作奖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12年 金惠敏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 著作奖 学苑出版社 2011年 5月 李明滨 

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尚必武 

索绪尔手稿初检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4月 屠友祥 

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

种文化阐释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王志耕 

德意志浪漫精神与哲学诠释学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9期 吴建广 

Komik，Pantomime und Spiel im 

kulturellen Kontext. Clemens 

Brentanos Lustspiel ,,Ponce de 

Leon“ im Lichte chinesischer 

Theatertraditionen 

著作奖 

ERICH 

SCHMIDT 

VERLAG 

2012年 吴晓樵 

朝鲜时代女性诗文集全编 著作奖 凤凰出版社 2011年 8月 
张伯伟，俞士玲，

左  江 

中国英诗汉译史论 著作奖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5月 张  旭 

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

古代文学 
著作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张哲俊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 著作奖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2012年 7月 郑燕虹 

艺术学（36项） 

龟兹石窟绘画艺术的现状 论文奖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维文版） 

2011年第 1期 

阿不来提·马合苏提，

阿不都力木·阿不都

热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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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戏台调查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11月 车文明 

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丁  峻 

看懂美术 著作奖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13年 11月 丁  宁 

中国设计全集．第 1卷，建筑类

编．人居篇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海天出版社 
2012年 10月 

过伟敏，史  明，

刘  佳，王筱倩，

罗  晶，周  林 等 

中国现代民间手工蜡染工艺文

化研究 
著作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 贾京生 

电影论——对电影学的总体思

考 
著作奖 学林出版社 2013年 10月 蓝  凡 

古典主义、结构理性主义与诗性

的逻辑——林徽因、梁思成早期

建筑设计与思想的再检讨 

论文奖 

载《中国建筑史

论汇刊》，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年第 5辑 李  军 

中国美术经济史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3月 李向民 

中国伶人家族文化研究 著作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年 12月 厉震林 

新中国连环画图史（1949-1999） 著作奖 
上海人民美术出

版社 
2011年 6月 刘永胜 

“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 

——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

作的方法和意义 

论文奖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1年第 1期 洛  秦 

坚守与跨越——舞蹈编导理论

与实践研究 
著作奖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年 12月 吕艺生 

假面真情：安徽贵池荡里姚傩仪

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著作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 9月 孟凡玉 

电影的语言——影响构成及语

法修辞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9月 聂欣如 

中国佛教美术发展史 著作奖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2月 阮荣春，张同标 

民俗艺术学 著作奖 南京出版社 2013年 8月 陶思炎 等 

隐喻艺术思维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6月 王炳社 

敦煌南朝写本书法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2月 王菡薇，陶小军 

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7期 王小盾 

太极图蕴含的审美思想与中国

书法艺术 
论文奖 文艺理论研究 2013年第 6期 危  磊 

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 著作奖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5月 肖苏华 

世界文化产业研究 著作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熊澄宇 



— 28 — 
 

论当代民族声乐的美学复归 论文奖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 4期 徐敦广 

声音与历史——以声音感为中

心的蒙古族乐器“潮尔”研究 
论文奖 中国音乐学 2011年第 4期 徐  欣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备览 著作奖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年 11月 徐元勇 

明杂剧通论 著作奖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年 7月 徐子方 

中断与连续：电影美学的一对基

本范畴 
著作奖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颜纯钧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

究 
著作奖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年 2月 杨和平 

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

志 
著作奖 

中央音乐学院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杨民康 

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解读：方法论

范式再议 
论文奖 

音乐艺术（上海

音乐学院学报） 
2011年第 1期 杨燕迪 

宋代古琴音乐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3月 章华英 

当代西方动漫发展的若干趋势 论文奖 社会科学 2012年第12期 周安华 

可持续室内环境设计理论 著作奖 
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2011年 1月 周浩明 

曼妙和谐——佛教音乐观 著作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1年 10月 周  耘 

绝灭动物数字化复原及开发运

用工程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月 周宗凯 

历史学（33项） 

上博简《诗论》研究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3年 10月 晁福林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4月 车效梅 

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陈  明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

与政治文化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9月 陈苏镇 

清末预备立宪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迟云飞 

冷战时期美日关系史研究 著作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年 2月 崔  丕 

中国土司制度史 著作奖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2年 7月 龚  荫 

中华民国国会史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6月 谷丽娟，袁香甫 

中国历史农业地理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韩茂莉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 12月 韩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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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

（1820-1937）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6月 胡  成 

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

明起源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2期 金寿福 

东南亚古代史：上古至 16世纪

初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梁志明，李  谋，

杨保筠，梁敏和，

赵  敬，傅增有 等 

唐宋社会变革论纲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7月 林文勋 

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

研究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刘家和，晁福林，

杨共乐，易  宁，

郭小凌，蒋重跃 等 

东盎格利亚道路：英国传统农业

区的曲折转型 
论文奖 历史研究 2012年第 3期 刘景华，崔洪健 

The Confusion Merchant 

Tradi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论文奖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ume 34, 

No.2, May 

2013 

马  敏 

中国中古契劵关系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3月 乜小红 

文献通考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1年 9月 

裴汝诚，戴建国，

严文儒，虞云国，

孙  旭，燕永成 等 

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2月 （日）崎川隆 

近代中国民间武器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3月 邱  捷 

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

隆万改革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2月 田  澍 

闽文化新论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12月 汪征鲁 

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4月 王子今 

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

西关系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吴义雄 

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晏绍祥 

俄国革命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9月 姚  海 

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

信仰与社会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 3月 余  欣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10月 张富祥 

西方史学通史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7月 

张广智，吴晓群，

赵立行，李  勇，

易  兰，周  兵 等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2年 4月 张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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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 著作奖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3年 12月 
周秋光，曾桂林，

向常水，贺永田 等 

菲律宾华人通史 著作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庄国土，（菲）陈华岳，

蒋细定，陈  君， 

（菲）吴建省，刘  勇

等 

考古学（2项）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段清波 

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论文奖 Science 

Vol.336,  

No.6089, June 

2012 

吴小红，张  弛，

Paul Goldberg，

David Cohen， 

潘  岩，Trina Arpin 

等 

经济学（89项） 

China's Land Market Auctions: 

Evidence of Corruption? 
论文奖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4, Issue 

3, Fall. 2013 

蔡洪滨，J.Vernon，

Henderson，张庆华 

金融市场全球化下的中国金融

监管体系改革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 

曹凤岐，贾春新，

王志诚，田利辉，

姜万军，朱乾宇 等 

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管

控体系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8月 

陈菲琼，杨柳勇，

钟芳芳，陈  珧，

王  寅，张晶晶 等 

知识溢出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

地区非均衡增长的影响途径与

数量测度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陈继勇，肖光恩，

雷  欣，胡  艺，

刘  威  

中国工业分行业统计数据估算：

1980-2008 
论文奖 经济学（季刊） 

2011年 4月第

10卷第 3期 
陈诗一 

欧盟单一市场政策调整对我国

商品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3月 陈淑梅 

矿产资源开发利益统筹与西部

地区科学发展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程宏伟，冯茜颖，

向玉凡，周国栋，

张永海 等 

技术创新、国际直接投资与收入

分配不均变化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3月 

程惠芳，沈毅俊，

岑丽君 

中国制造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微

观经济视角的分析 
著作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 9月 邓慧慧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

研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丁关良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southern Yunnan 

Province 

论文奖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22, 

Issue 3, 

September 

2011 

丁士军，（芬）Laura 

Meriluoto，（美）

W.Robert Reed， 

陶大云，吴海涛 



— 31 — 
 

我们为何偏好公平：一个演化视

角的解释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8期 董志强 

开发性金融在碳金融体系建构

中的引致机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4期 

杜  莉，张  云，

王凤奎 

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约束与突

破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0月 

范祚军，唐文琳，

潘  永，关  伟，

李笑琛 

中国高科技企业成长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3月 

冯宗宪，冯  涛，

谈  毅，慕继丰，

陈关聚，薛伟贤 等 

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

出结构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5期 付文林，沈坤荣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 著作奖 
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6月 

甘  犁，尹志超，

贾  男，徐  舒，

马  双 等 

现阶段“新二元结构”问题缓解

的制度与政策——基于上海外

来农民工的调研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1年第11期 
顾海英，史清华，

程  英，单文豪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了吗?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7期 
顾露露， 

（美）Robert Reed 

中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

研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郭庆旺，贾俊雪 等 

逾期债务、风险状况与中国财政

安全——兼论中国财政风险预

警与控制理论框架的构建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8期 郭玉清 

破解中国的“Easterlin 悖论”：收

入差距、机会不均与居民幸福感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1年第 8期 何立新，潘春阳 

中国改革开放与贸易发展道路 著作奖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年 5月 

洪  涛，朱振荣，

王凤宏，李晓晨，

王维维，高  雅 

基于市场机制的节能减排理论、

实践与政策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 胡剑锋，魏  楚 等 

关于税、资本收益与劳动所得的

收入分配实证研究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 8期 

胡奕明， 

买买提依明·祖农 

人类的合作及其演进研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7期 黄少安，张  苏 

农业政策改革、要素市场发育与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研究 
著作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黄贤金，钟太洋，

陈志刚 等 

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空间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黄志刚，黄祥钟，

郑国忠 

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

国民经济学说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4期 贾根良 

农产品营销渠道冲突与整合研

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月 

李崇光，青  平，

李春成 

政府卫生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

健康的影响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李  华，俞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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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ing business failure: the 

use of nearest-neighbour support 

vectors and correcting 

imbalanced samples -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hotel industry 

论文奖 
Tourism 

Management 

Volume 33, 

Issue3,  

June 2012 

李  辉，孙  洁 

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

（2001-2012）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1月 

李建平，李闽榕，

赵新力，李建建，

黄茂兴，苏宏文 

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FDI 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研究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2期 李善民，李  昶 

住房与幸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

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9期 

李  涛，史宇鹏，

陈斌开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

失衡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李永友 

Modeling intermodal equilibrium 

for bimod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design problems in a 

linear monocentric city 

论文奖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Methodological 

Volume 46B, 

Issue 1, 

January 2012 

李志纯，林兴强，

黄仕进 

Optimal time-consistent 

investment and reinsurance 

strategies for insurers under 

Heston's SV model 

论文奖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Volume 51, 

Issue 1,  

July 2012 

李仲飞，曾  燕，

赖永增 

Board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bank performance 
论文奖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ume 37, 

Issue 8,  

August 2013 

梁  琪，Pisun Xu，

Pornsit Jiraporn 

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

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的经验

证据 

著作奖 

格致出版社、上

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月 刘瑞明 

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与经

济增长研究（1887-1936年）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5月 刘  巍，陈  昭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

题 
论文奖 

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 
2013年第 1期 刘  伟，张  辉 

中国金融国际化中的风险防范

与金融安全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1月 

刘锡良，董青马，

聂富强，洪  正，

许文彬，王  擎 等 

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

增长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9期 刘勇政，冯海波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陆  铭，高  虹，

（日）佐藤宏 

变革的逻辑——中国经济转轨

的实践认知与理论思辨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5月 吕  炜 

从生产大国到消费大国：现状、

机制与政策 
论文奖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 

2011年第 3期 毛中根，洪  涛 

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

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1期 潘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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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水平：方法与实证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12月 钱雪亚 

中国转基因作物抗性的动态优

化政策和管理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6月 乔方彬 

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效果

研究 
著作奖 立信会计出版社 2011年 11月 

曲晓辉，张国华，

邱月华，高  芳，

杨  钰，高利芳 等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研究——认

知与建构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荣朝和，赵  坚，

欧国立，林晓言，

佟  琼，李津京 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选择 著作奖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芮明杰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理与路

径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8月 沈坤荣 等 

商品房价格：动力机制、异常波

动及调控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沈  悦，周奎省，

张学峰，戴士伟，

董鹏刚 等 

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

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索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 5期 沈  越 

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 3期 宋马林，王舒鸿 

空间外溢与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基于长江三角洲的案例分析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5期 

覃成林，刘迎霞，

李  超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滞

后并存之谜——基于部门全要

素生产率的研究 

论文奖 中国工业经济 2012年第 9期 谭洪波，郑江淮 

Trading on Inside Information: 

Evidence from the 

Share-Structure Reform in China 

论文奖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37(5) , 

May 2013 

（英）Wilson H.S. Tong，

Shaojun Zhang， 

朱燕建 

中国的碳减排路径与战略选择

——基于八大行业部门碳排放

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3期 涂正革 

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关键影响因

素动态演化的实地研究——基

于广州 12家企业个案现场访谈

数据的质性分析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3年第 6期 
王朝辉，陈洁光，

黄  霆，程  瑜 

重大事件对大都市旅游发展的

影响研究——2010上海世博会

为例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王朝辉，陆  林 

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及

减排政策评价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王  锋 

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协同的中

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12月 

王晋斌，阎  衍，

朱  戎 

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

革命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2期 王美今，林建浩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

转变的税收政策研究 
著作奖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王  乔，周全林，

汪柱旺，伍  红，

席卫群，黄思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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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人才流动及其影响因素

的实证分析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2年第 1期 

魏  浩，王  宸，

毛日昇 

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

企业的经验证据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 8期 
魏下海，董志强，

黄玖立 

城乡统筹视角下农村金融可持

续发展的服务创新与动态竞争

战略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8月 

温  涛，王煜宇，

王小华，高远东，

董文杰，白继山，

刘姝玲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关于

投资者不确定性感受和资产价

格的理论分析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12期 吴卫星，付晓敏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制：一个微

观模型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9期 伍山林 

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理论模型与

定量测算 
论文奖 经济学（季刊） 

2012年 10月

第 12卷第 1期 

肖兴志，彭宜钟，

李少林 

个人所得税改善中国收入分配

了吗——基于对 1997-2011 年

微观数据的动态评估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6期 
徐建炜，马光荣，

李  实 

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中国的环

境污染吗？——基于中国省际

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2年第 2期 许和连，邓玉萍 

我国服务业地区协同、区域聚集

及产业升级 
著作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年 12月 宣  烨 

中国木材资源安全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杨红强，聂  影，

苏世伟，季春艺，

程南洋，曾杰杰 等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组织研

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杨蕙馨，吴炜峰，

冯文娜，王  军，

辛立国，徐凤增 等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经济结

构调整——契机、路径与政策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2月 

杨瑞龙，杨继东，

丁守海，孙久文，

刘小鲁，王湘红 等 

存款保险制度还是央行直接救

市？——一个动态博弈的视角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姚东旻，颜建晔，

尹烨昇 

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

与社会偏好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8月 

叶  航，陈叶烽，

贾拥民 

当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

动——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视

角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9期 叶祥松，晏宗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测

度及其决定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1月 

张广胜，周  密，

李  旭，杨肖丽，

江金启，戚迪明 等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

变化机制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张  杰，陈志远，

刘元春 

Unfinishe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著作奖 World Scientific 2013年 张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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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Conduct of the Three 

Busiest Airline Routes in China 
论文奖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ume 47, 

Part 3,  

Sep. 2013 

张  琼，杨杭军，

王  强 

金融促进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

理论、实务与案例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2月 

张  伟，葛察忠，

代金奎，亓  朋，

于晓刚，张长龙 等 

集约型城镇化与我国交通问题

研究 
著作奖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年 11月 赵  坚 

中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理论

与实证研究 
著作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 7月 

邹  薇，张  芬，

周  浩，刘  兰 等 

管理学（51项） 

Optimal Control of an Assembly 

System with Multiple Stages and 

Multiple Demand Classes 

论文奖 
Operations 

Research 

Vol.59, Issue 

2, March-April 

2011 

（美）Saif 

Benjaafar， 

（美）Mohsen 

ElHafsi， 

（中国香港）

Chung-Yee Lee， 

周伟华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on Knowledge 

Sharing 

论文奖 
Management 

Decision 

Volume 50, 

Numbers 3 and 

4, 2012 

曹  勇，向  阳 

协同创新 著作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1月 陈  劲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

2012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 

邓大松，刘昌平，

赵  曼，林毓铭，

李滨生，殷  俊 等 

众包网络化开放式创新体系及

其实现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1月 范柏乃，叶伟巍 

A double auction model for 

competitive generators and large 

consumers considering power 

transmission cost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Power 

and Energy 

Systems 

Volume43, 

Issue1, 

December 

2012 

方德斌，吴敬芳，

汤大为 

A Decision Method for Supplier 

Selection in Multi-service 

Outsourcing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ume132, 

Issue2, 

August 2011 

冯  博，樊治平，

李彦志 

黑龙江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4月 

郝文斌，冯丹娃，

张  彦，杨乃伟，

杨晓郁，陈宏飞 等 

Operational Causes of 

Bankruptcy Propagation in 

Supply Chain 

论文奖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Vol.51(3) , 

June 2011 

华中生，孙燕红，

徐晓燕 

企业动态能力论：企业家的创新

视角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焦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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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

与社会效应研究——百社千户

调查 

著作奖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2年 4月 

孔祥智，史冰清，

钟  真，毛  飞，

何安华 等 

中国企业集团成长与重组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蓝海林，宋铁波，

黄嫚丽，叶广宇，

曾  萍，张  平 等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inequality under the Sloping 

Land Conversion Program in 

western China 

论文奖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08, 

No.19,  

May 10, 2011 

黎  洁，（美）

Marcus Feldman， 

李树茁，（美）

Gretchen C Daily 

国企内部薪酬差距激励了谁？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12期 黎文靖，胡玉明 

Risk Management of Supply and 

Cash Flows in Supply Chains 
著作奖 Springer 2011 年 

李  健，陈  佳，

汪寿阳  

Double margina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with uncertain supply 

论文奖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ume 226, 

Issue 16, 

April 2013 

李  响，李勇建，

蔡小强 

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与管制失

效——对产品质量安全与监管

的制度分析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3年第10期 李新春，陈  斌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Promotive and Prohibitive Voice: 

A Two-Wave Examination 

论文奖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ume 55, 

Number 1, 

February 2012 

梁  建， 

（美）Crsytal I.C. 

Farh，樊景立 

Constructivism scenario 

evolutionary analysis of zero 

emission regional planning: A 

case of Qaidam Circular 

Economy Pilot Area in China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Volume 140, 

Issue 1, 

November 

2012 

刘德海，李宏毅，

王维国，董玉成 

组织复杂性管理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1月 刘  洪 

Idiosyncratic deals and employee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exchange and 

self-enhanc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dividualism 

论文奖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98, No.5,  

Sep. 2013 

刘  军， 

Cynthia Lee， 

Chun Hui， 

Ho Kwong Kwan， 

吴隆增 

Systems Evaluation: Methods, 

Models, and Application 
著作奖 

CRC Press, 

Taylor& Francis 

Group 

2011年 
刘思峰，谢乃明，

袁潮清，方志耕 

管理学大辞典 著作奖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陆雄文，桑赓陶，

孔爱国，周  蓉，

李绪红，郁义鸿 等 

公共预算：比较研究 著作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 3月 马  骏，赵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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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hic responses to others' 

gains and losses: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论文奖 Neuro Image 

Volume 54, 

Issue 3, 1 

February 2011    

马庆国，沈  强，

徐  青，李典典，

舒良超， 

Bernd Weber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in 

operations management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line and 

summary of past research 

论文奖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ume 30, 

Issue 6, 

September 

2012 

彭小松，赖福军 

政府领导力与政府责任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9月 彭忠益 

基于博弈理论的协同创新主体

资源共享策略研究 
论文奖 中国软科学 2013年第 1期 

戚  湧，张  明，

丁  刚 

变迁与重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体制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6月 曲延春 

产业集群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

与能力增长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4月 

邵云飞，唐小我，

范群林 

Models for Effective 

Deployment and Redistribution 

of Bicycles within Public 

Bicycle-Sharing Systems 

论文奖 
Operations 

Research 

Vol.61, No.6, 

November-Dec

ember 2013 

舒  嘉， 

Mabel C. Chou，

Qizhang Liu，

Chung-Piaw Teo，

I-Lin Wang 

The Effect of Attribute 

Alignability on Service 

Evalu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Uncertainty 

论文奖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39, No.4, 

December 

2012 

孙  瑾，（马来西

亚）Hean Tat Keh，

（加拿大）Angela 

Y. Lee  

信息技术接受和使用研究：基于

任务技术匹配视角 
著作奖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 4月 孙  元，马庆国  

A novel hybrid ensemble 

learning paradigm for nuclear 

energy consumption forecasting  

论文奖 Applied Energy 
Vol.93, 

 May 2012 

汤  铃，余乐安，

王  帅，李建平，

汪寿阳 

Fuzzy LINMAP approach to 

heterogeneous MADM 

considering comparisons of 

alternatives with hesitation 

degrees 

论文奖 Omega 

Volume 41, 

Issue 6, 

December 

2013 

万树平，李登峰 

A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for green supply chain network 

design 

论文奖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ume 51, 

Issue 1, 

May 2011 

王  帆，赖晓凡，

石  宁 

管理科学学科演进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1月 

王续琨，张春博，

侯剑华，宋  刚，

丁  堃，陈  悦 等 

Test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oolkits and user communities in 

personalization: The case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论文奖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Volume 55, 

Issue 1, 

April 2013 

王永贵，（美）Dahui 

Li（李大辉）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

动发展——以浙江省为例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9 月 魏  江，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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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ractal and Chaotic 

Features of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论文奖 

Fractals-Comple

Geometry 

Patterns and 

Scaling in Nature 

and Society 

Volume 20, 

Issue 2,  

June 2012 

文凤华，李  忠，

谢朝华， 

（加拿大）David 

Shaw 

学术创业：中国研究型大学“第

三使命”的认知与实现机制 
著作奖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 4月 夏清华 

组织柔性与竞争优势研究——

IT、模块化、时间节奏的解释 
著作奖 

华南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8月 谢卫红，蒋  峦 

Product Line Design with 

Seller-Induced Learning 
论文奖 

Management 

Science 

Volume 60, 

Issue 3,  

November 

2013 

熊  慧， 

Ying-Ju Chen 

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机制——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的考察 
论文奖 管理世界 2011年第 9期 

于忠泊，田高良，

齐保垒，张  皓 

分数布朗运动下股本权证定价

研究——模型与参数估计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6月 张卫国，肖炜麟 

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市场

机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 张旭梅，陈  伟 

中小型科技企业成长机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张玉明 

绿色中国 著作奖 
中国环境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12月 

张智光，杨加猛，

谢  煜，张  浩，

郭承龙，竺杏月 等 

促进风电大规模发展的管制机

制改革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3月 

赵晓丽，张素芳，

袁家海，刘  谊，

林  俐，付  静 等 

An uncooperative order model 

for items with trade credit, 

inventory-dependent demand and 

limited displayed-shelf space 

论文奖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ume 223, 

Issue 1,16 

November 

2012 

周永务，钟远光，

李绩才 

基于“脆弱性-能力”综合视角

的公共安全评价框架：形成与范

式 

论文奖 中国行政管理 2011年第 8期 
朱正威，蔡  李，

段栋栋 

政治学（15项） 

权力制约监督论 著作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陈国权，毛益民，

吴金群，周鲁耀，

谷志军，梁耀东 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农村政

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与优化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4月 季丽新，南刚志  

竞争性合同外包真的有竞争性

吗？——探索中国政府与非营

利组织的合作关系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ume 16 

Supplement 1, 

2013 

敬乂嘉，陈  斌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

督研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6期 林慕华，马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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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8期 林尚立 

历史唯物主义对伯林价值多元

论的破解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马德普 

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修订版）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1月 牛  军 

地方政府改革与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沈荣华，芮国强，

黄建洪，钟伟军，

张  晨，沈志荣 等 

草根民主的法律规制——村民

自治面临的新问题及法律制度

建设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5月 

唐  鸣，陈荣卓，

刘志鹏，张丽琴，

尤  琳 等 

比较政治文化导论——民主多

样性的理论思考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2月 

佟德志，高  建，

丛日云，马德普，

常士訚，林存光 等 

Solving Disput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 Chinese 

perspective 

著作奖 
Chandos 

Publishing 
2013年 吴士存 

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一个

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政治参与 
论文奖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 6期 熊易寒 

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 著作奖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 3月 杨光斌 

公正、共享与尊严：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价值定位 
论文奖 

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2012年第 4期 张贤明，高光辉 

政府成本控制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7月 卓  越 

法学（44项） 

行政审批与权利转让合同的效

力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1期 蔡立东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

构建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2期 曾令良 

藏族牧区生态习惯法文化的传

承与变迁研究——以拉卜楞地

区为中心 

著作奖 民族出版社 2013年 4月 常丽霞 

“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

人刑法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1期 车  浩 

The Voice from China: An 

CHEN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著作奖 Springer 2013年 陈  安 

模范刑事诉讼法典(第二版)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1月 陈卫东 

生态保护法论——综合生态管

理和生态补偿法律研究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12月 杜  群 

论社会权的经济发展价值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3年第 5期 龚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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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分析学导论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9月 关保英 

Reconstruction of Lex Personalis 

in China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ume 62, 

January 2013 
何其生 

法学流派的人学之维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 
胡玉鸿，许小亮，

陈  颐 等 

法律程序的意义（增订版） 著作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 1月 季卫东 

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中国生命赔偿法律的改革路径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1年第 6期 李本森 

利益衡量论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3年 6月 梁上上 

国际环境法（修订版）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1月 林灿铃 

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

研究 
著作奖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刘惠荣，董  跃 

抑制股权转让代理成本的法律

构造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7期 罗培新 

宪法权力解读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马  岭 

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

建 
论文奖 法学研究 2011年第 6期 马新彦 

犯罪构成体系的价值评价：从存

在论走向规范论 
论文奖 法学研究 2011年第 1期 欧阳本祺 

法治评估的实验——余杭案例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3年 1月 钱弘道 等 

普通法判决意见规则视阈下的

人大释法制度——从香港“庄丰

源案”谈起 

论文奖 法商研究 2012年第 1期 秦前红，黄明涛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与实践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4月 秦天宝 

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 论文奖 齐鲁学刊 2012年第 1期 孙培福，黄春燕 

碳金融的法律再造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3期 涂永前 

免于贫困的权利及其法律保障

机制 
论文奖 法学研究 2012年第 1期 汪习根 

La Convention pour la 

sauvegarde du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Son 

application en droits franbçais et 

chinois 

著作奖 L' Harmattan  2013年 王  历 

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1期 王卫国 

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

——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 6期 吴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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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

范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0期 肖永平，龙威狄 

民法基本原则解释：诚信原则的

历史、实务、法理研究（再造版）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徐国栋 

金融服务统合法论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3年 11月 杨  东 

现代行政法上的指南、手册和裁

量基准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2年第 4期 余凌云 

生育自由与人权保障 著作奖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 8月 湛中乐 

国际法效力等级问题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11月 张  辉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

－1945年的中国 
著作奖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 8月 张世明 

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 论文奖 中国法学 2011年第 2期 张铁薇 

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

构 
论文奖 法学研究 2013年第 1期 章志远 

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3年 6月 周光权 

刑法之适应性：刑事法治的实践

逻辑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2年 7月 周少华 

比较法研究中的中国法——关

于法律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形式

的思考 

论文奖 法学研究 2013年第 4期 朱景文 

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

法研究初步 
著作奖 法律出版社 2012年 11月 朱  芒，陈越峰  

行政审批制度“宁波模式”与政

府自身改革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6月 

朱新力，唐明良，

骆梅英，石肖雪，

黄玉寅，周许阳 等 

现实与理想：关于中国刑事诉讼

的思考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4月 左卫民 

社会学（18项） 

面向 21世纪的中国文化形象与

文化符号——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理论思考 

论文奖 社会科学战线 2013年第 3期 邴  正 

“门户私计”的社会逻辑——从

孙本文有关门阀的论述讲起 
论文奖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 

2012年第 6期 成伯清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

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1月 

丁建定，柯卉兵，

郭  林，李  薇，

杨  斌 

后危机时代——制度与结构的

反思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 5月 董  伟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 

风笑天，陈友华，

穆光宗，郝玉章，

张艳霞，唐利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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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社会逻辑 著作奖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 2月 符  平 

在广州的非洲裔移民行为的因

果机制——累计因果视野下的

移民行为研究 

论文奖 社会学研究 2013年第 1期 梁玉成 

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潘泽泉 

“空间”的思想谱系与理想图

景：一种开放性实践空间的建构 
论文奖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 2期 文  军，黄  锐 

阶层分化与阶层封闭——当代

中国社会阶层封闭性专题研究 
著作奖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6月 徐晓军 

日本における新聞連載子ども

漫画の戦前史 
著作奖 日本侨报社 2013年 3月 徐  园 

Internal Migration and 

Left-behind Populations in China 
论文奖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ume 40, 

Issue 6, 

November 

2013 

叶敬忠，汪淳玉，

吴惠芳，贺聪志，

刘  娟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

设模式与推进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4月 

张思锋，王立剑，

张  园，温海红，

刘  庆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

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

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 

论文奖 社会学研究 2012年第 3期 钟涨宝，李  飞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

政府行为 
著作奖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 2月 周飞舟 

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与重构：关于

集体林权纠纷的一个分析框架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1期 朱冬亮 

走出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

中国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及其

管理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7月 

朱  力，曹振飞，

卢亚楠 

中国的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1月 

朱  宇，祁新华，

王国栋，林李月，

林  敏 等 

民族学与文化学（17项） 

边民生活政治：滇越跨境民族的

记忆、心境与行动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3年 7月 谷家荣 

族群的演进博弈：中国图瓦人研

究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 6月 关丙胜 

肃慎与挹娄关系再议 论文奖 民族研究 2012年第 5期 郭孟秀 

文化资本论 著作奖 香港成报出版社 2012年 12月 皇甫晓涛 

关于建立健全民族政策评估制

度的思考 
论文奖 民族研究 2013年第 5期 雷振扬 

壮族社会生活史 著作奖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2月 李富强，白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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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族群与社会：环南中国海

区域研究发凡 
论文奖 民族研究 2012年第 2期 麻国庆 

中医文化研究 著作奖 南京出版社 2013年 1月 

任殿雷，金  鑫，

薛公忱，张慰丰，

祝世讷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关系

和谐的实证研究——基于云南

藏区的问卷调查 

论文奖 民族研究 2012年第 2期 王德强，史冰清 

蒙古族全史【教育卷】 著作奖 
内蒙古大学出版

社 
2013年 11月 王风雷 

文本解读与田野实践：新疆历史

与民族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7月 王  欣 

云南布依族传统宗教经典《摩

经》译注与研究 
著作奖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月 

伍文义，罗祖虞，

周国茂 

散杂居民族概论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7月 

许宪隆，哈正利，

王  萌，张  成，

袁年兴，沈再新 

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

迁及其问题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闫丽娟 

《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杨圣敏 

《康藏前鋒》《康藏研究月刊》

《康導月刊》校勘影印全本 
著作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1月 

姚乐野，石  硕，

邹立波，赵艾东，

秦  慧 

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 论文奖 民族研究 2011年第 3期 朱炳祥 

新闻学与传播学（14项） 

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

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著作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曹书乐 

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

上媒体 
著作奖 上海三联书店 2012年 11月 曾繁旭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著作奖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6月 陈力丹 

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5月 程曼丽，王维佳 

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

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

式 

著作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何  威 

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 著作奖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012年 3月 胡翼青 

消费文化传播与媒体社会责任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7月 蒋建国 

断裂与共识：网络时代的中国主

流媒体与主流价值观构建 
著作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林  晖 

“中国梦”的社会化媒体传播研

究——防止“中国梦”在民间舆

论中被误读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8月 孟  建，孙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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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

员 
著作奖 黄山书社 2011年 10月 

王天根，张  朋，

曹  丹，程华芳，

王一凡 

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

记者劳动状况研究 
著作奖 

中国传媒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月 王维佳 

民国出版史 著作奖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年 6月 吴永贵 

中国报刊发行体制变迁研究 著作奖 中华书局 2013年 3月 武志勇 

传播逻辑中的人类自省——马

克思对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贡献

与影响 

论文奖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1年第 3期 支庭荣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10项） 

创新型国家的知识信息服务体

系研究 
著作奖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2月 

胡昌平，毕  强，

沈固朝，李  纲，

张李义，张  敏 等 

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 著作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8月 黄水清 

图书馆战略规划：理论、模型与

实证 
著作奖 

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 
2013年 2月 

柯  平，贾东琴，

张文亮，陈昊琳，

赵益民，李廷翰 等 

中国医籍续考 著作奖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年 7月 刘时觉 

信息分析理论与实践 著作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 6月 卢小宾，郭亚军 

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

中国情报学知识图谱分析 
论文奖 情报学报 2012年第 5期 马海群，吕  红 

基于TAM与TTF模型的网络信

息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4月 孙建军 

XML 文档全文检索的理论与

方法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8月 夏立新 等 

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新千

年来的中国出版业 
著作奖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 张志强，左  健 

网络信息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

建立和测定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3月 

朱庆华，黄  奇，

刘友华，岳  泉，

张  玥 等 

教育学（47项） 

民族院校学科建设战略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7月 陈达云 

中国成人教育国际竞争力比较

分析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2年第 9期 

陈  衍，房  巍，

于海波 

职校生心理教育论纲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6月 崔景贵 

大学校训论析 著作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年 8月 韩延明，徐愫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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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学”概念在中国的早期

形成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3年第 11

期 
侯怀银，张小丽 

新课改十年：争鸣与反思——兼

论新课改如何穿新鞋走出老路 
论文奖 

课程·教材·教

法 
2011年第 3期 纪德奎 

教育与正义——教育正义的哲

学想象 
著作奖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 12月 金生鈜 

民办高校的属性识别及其调控

机制研究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2年第 9期 柯佑祥 

当代西方教育与国家关系——基

于国家利益观视角的思想研究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2月 乐先莲 

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支点——

中国特色教研制度发展研究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年 11月 

梁  威，卢立涛，

黄冬芳 

中国未来与高校创新 2011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2月 

刘念才，朱军文，

陈德敏，陈  劲，

程  莹，董泽芳 等 

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

教育的哲学探究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 刘铁芳 

变革时代大学的核心价值：高等

教育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3月 马凤岐 

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

理结构研究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3月 欧阳光华 

教育公平与乌江流域民族教育

发展研究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9月 

彭寿清，于海洪，

冉隆锋，张大友，

王希辉 等 

现代性与大学——社会转型期

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朴雪涛，刘  伟，

马  嘉，王怀宇，

张爱邦，兰文巧 

十二个国家普通高中数学课程

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著作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1月 史宁中，孔凡哲  

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质量保障

与评价体系研究 
著作奖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史秋衡，吴  雪，

王爱萍 等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论纲——以

西部农村为研究对象 
著作奖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0月 司晓宏 

中国义务教育发展报告 2012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1月 

宋乃庆，李  森，

朱德全，王天平，

李  玲，张辉蓉 等 

地方贯彻教育规划纲要政策研

究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5月 

孙绵涛，王  刚，

康翠萍，祁型雨，

杨克瑞，邓  旭 等 

道德教育的非知识化路径——

道家的知识观及其道德教育方

法研究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1年第 6期 谭维智 

蔡元培与民初教育改革 论文奖 高等教育研究 2011年第 7期 田正平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人物学术思

想及其当代价值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3年 12月 

汪基德，赵慧臣，

蔡建东，汪  滢，

冯永华，陈  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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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和课程体系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1月 

汪  霞，孙俊华，

吕林海，崔  军，

钱  铭，费毛毛 

非线性学习：数字化时代的学习

创新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9月 

王继新，郑旭东，

黄  涛 等 

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 著作奖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2年 7月 王建华 

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和目

标平台建设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1年第 2期 

王伟廉，马凤岐，

陈小红 

中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研究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王  雁，肖  非，

朱  楠 等 

生成中的中国教育学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吴黛舒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 著作奖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 12月 吴小鸥 

课程理解的意义之维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2年第12期 徐继存 

创新型人才的素质结构与生成

转化机制 
论文奖 

高等工程教育研

究 
2012年第 1期 徐小洲，叶映华 

激活学术心脏地带——创业型

大学学术系统的运行与管理 
著作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月 宣  勇，张  鹏 

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标

体系的构建——当前我国深入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

评估指标 

论文奖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 4期 薛二勇 

中小学教师流动样态及其合理

性标准建构 
论文奖 

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11年第 1期 薛正斌，刘新科 

当代大学生爱国热情保护和引

导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2年 11月 

叶  芃，周小李，

王仕杰，李志旭 

论公共知识的课程论意义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2年第 1期 余文森 

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教学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张光陆 

高校教师主体地位彰显的体制

与机制创新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1年第11期 张建祥 

专业视野中的 PISA 论文奖 教育研究 2011年第 6期 

张民选，陆  璟，

占胜利，朱小虎，

王婷婷 

Does private tutoring improve 

students’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 

performance?—A case study 

from Jinan, China 

论文奖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Vol.32, 

February 2013 
张  羽 

论大学学术权力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9月 赵俊芳 

大学素质学分制理论与实践 著作奖 现代出版社 2012年 6月 赵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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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

移植、调适与发展 
著作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 9月 

周谷平，张  雁，

孙秀玲，郭晨虹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 著作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1年 5月 周洪宇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 著作奖 
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年 12月 周慧梅 

心理学（9项） 

词边界信息在中文阅读眼跳目

标选择中的作用：来自中文二语

学习者的证据 

论文奖 心理学报 
2012年第 44

卷第 7期 

白学军，梁菲菲，

闫国利，田  瑾，

臧传丽，孟红霞 

综合施策遏制我国青少年网络

成瘾趋势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12月 

方晓义，张锦涛，

邓林园，蔺秀云，

兰  菁，刘朝莹 

Empathic neural responses to 

others' pain depend on monetary 

reward 

论文奖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7, No.5, 

June 2012 

郭秀艳，郑  丽，

张  卫，朱  磊，

李建奇，王前锋 等 

道家人格：结构、测量及其在和

谐社会建设中的应用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12月 郭永玉，涂阳军 

弈的魅力：弈棋风格的心理学研

究 
著作奖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年 6月 胡  瑜 

中国文化心理学（增订本） 著作奖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 汪凤炎，郑  红 

Stressful Events and Depress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itigating Role of Protective 

Factors 

论文奖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Volume 34，

Issue 5，

October 2013 

张文新，李海垒，

宫燕明， 

（加拿大）Michael 

Ungar 

工作记忆刷新训练对儿童流体

智力的影响 
论文奖 科学通报 

2011年第 56

卷第 17期 

周仁来，赵  鑫，

王一雪，刘丹玮 

Cyberbullying and its risk factors 

among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论文奖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Volume 34，

Number 6，

December 

2013 

周宗奎，唐汉瑛，

田  媛，魏  华，

张凤娟 

体育学（11项） 

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12月 

曹  莉，傅永聚，

刘晓黎，李思民，

孙中芹，韩春利 等 

社会转型视域下城市休闲体育

生活空间的重构 
论文奖 体育科学 2011年第12期 常乃军，乔玉成 

当代中国体育利益格局演化研

究 
著作奖 学习出版社 2011年 3月 

程林林，黄  旭，

刘  青，周殿昆，

左仁淑 

体育赛事产业区域核心竞争力

形成机制研究 
著作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 3月 丛湖平，罗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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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Sports 

Lottery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onsumption 

Behavior 

论文奖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ume 28, 

Issue 3，

September 2012 

李  海， 

（美）James J. Zhang， 

（美）Luke Lunhua Mao， 

（美）Sophia D. Min 

Major Sports Events,Destination 

Image and Intention to Revisit 

from the Foreign Tourist's 

Perspective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Marketing & 

Sponsorship 

Vol.14, No.3,  

April 2013 
刘东锋 

SPARK 体育课程教师用书：学

前/过渡阶段至小学二年级 
著作奖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11月 

汪晓赞，韦  玮，

景维华 等 

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理论与实务 著作奖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4月 王  健，陈元欣 

全民健身服务实践体系建设研

究 
著作奖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年 4月 

于  军，周君华，

黄义军 

中国体育类民间组织研究 著作奖 
北京体育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8月 张志勇，崔丽丽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研究 著作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1年 6月 郑国华 

统计学（6项） 

中国金融市场统计与评估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3年 9月 蒋  萍 

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衡度的重

新估算——全球生产链中的增

加值贸易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 1期 李  昕，徐滇庆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建模

研究 
著作奖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3月 

史代敏，夏潆焱，

宋  艳，罗  旋，

朱  岚，李丹丹 等 

统计指数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4月 徐国祥 等 

Model selection and estimation 

in the matrix normal graphical 

model 

论文奖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Volume 107, 

2012 
尹建鑫，Hongzhe Li 

中国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

的实证研究：1988~2008 年 
论文奖 

数量经济技术经

济研究 
2011年第 4期 赵彦云，刘思明 

港澳台问题研究（1项） 

台湾政治转型与分离主义

（1988-2000） 
著作奖 九州出版社 2012年 8月 张文生 

国际问题研究（9 项） 

权力的资源与运用：兼论中国外

交的权力战略 
论文奖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年第 7期 陈志敏，常璐璐 

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理论与实证

研究——基于原产地规则的分

析 

著作奖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8月 成新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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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洗钱与反洗钱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高增安，马永红，

雷  斌，余  江 

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2年 6月 鞠海龙 

女性主义和平学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5月 李英桃，李洪峰 

“德国的欧洲”与“欧洲的德国”

问题新考 
论文奖 

载《国际政治与

德国》，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2年 12月 连玉如 

中国远洋航线安全保障问题研

究 
著作奖 

大连海事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2月 史春林 

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

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

大国关系 

论文奖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年第 9期 苏长和 

“金砖国家”通货膨胀周期的协

动性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1年第 9期 张  兵，李翠莲 

交叉学科（30项） 

中华杂技艺术通史 著作奖 南海出版公司 2012年 6月 

安作璋，刘玉荣，

刘德增，李英森，

赵连荣 等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1978–2008: Whence, what and 

whither? 

论文奖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ume 

35,Issue1, 

Februray 2011 

保继刚（Jigang Bao）， 

Laurence J.C.Ma 

青海湖流域生态功能与生态补

偿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9月 

陈克龙，曹广超，

王  锋，曹生奎，

韩艳莉 等 

Does Religion Matter to 

Owner-Manager Agency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奖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ume 118, 

Issue 2, 

December 

2013 

杜兴强 

Spatially enabled emergency 

event analysis using a multi-level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method 

论文奖 Natural Harzards 

Volume 67, 

Issue 2, June 

2013 

樊  博，罗继锋 

当前涉及新疆稳定报道中存在

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4月 

古丽阿扎提·吐尔逊，

阿地力江·阿布来提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

（CCIDI） 
著作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9月 胡惠林，王  婧 

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

——江西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6月 

李康平，廖声丰，

张吉雄，蒋尊丽 

“黄浦江浮猪”事件应急处置调

研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3年 8月 

李燕凌，李立清，

王  薇，吴松江，

贺林波，车  卉 等 

户籍改革、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层

级体系优化 
论文奖 中国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梁  琦，陈强远，

王如玉 

基于平行词同现网络的语言聚

类 
论文奖 科学通报 

2013年第 5-6

期 
刘海涛，丛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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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urnames in China 

Through Isonymy 
论文奖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Volume 148, 

Issue 3,July 

2012 

刘  艳，陈六君，

袁义达，陈家伟 

西汉侯国地理 著作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11月 马孟龙 

工程设计哲学：技术人工物的结

构与功能的关系 
著作奖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1年 7月 潘恩荣 

农民工社会网络结构 著作奖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1年 9月 

任义科，杜海峰，

陈盈晖 等 

国家创新能力成长机理研究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孙玉涛，刘凤朝 

中国预防和惩治贪官外逃模型

与机制研究 
著作奖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1年 3月 王明高 

技术文化论 著作奖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3年 8月 
王秋菊， 

（日）野崎勉  

干旱内陆河流域人居环境适宜

性评价——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论文奖 自然资源学报 2012年第11期 

魏  伟，石培基，

冯海春，王旭峰 

Transcendental 的中译论争历史

考察 
著作奖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月 文  炳 

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编制与管理研究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2年 6月 

夏  青，许熙巍，

李津莉，王学斌，

崔  楠，高  畅 等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 著作奖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5月 徐玖平 

Le Maoїsme de la revue Tel 

Quel-L'engagement politique des 

intellectuels autour de Mai 1968 

著作奖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Européennes 

2011年 11月 徐克飞 

意义——当代神学的公共性问

题 
著作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5月 杨慧林 

沉默的螺旋：媒体情绪与资产误

定价 
论文奖 经济研究 2012年第 7期 游家兴，吴  静 

Modeling hotel room price with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论文奖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ume 30, 

Issue 4, 

December 

2011 

张宏磊，张  捷，

卢韶婧，程绍文，

章锦河 

2009年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报告 
研究报

告奖 
有关部门采纳 2011年 7月 

赵  臻，杨海丰，

马  利，卞  丽，

崔志伟，曾洁玲 等 

Twenty-year 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disability in China 
论文奖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ol.89,No.11,

Nov.2011 

郑晓瑛，陈  功，

宋新明，刘菊芬，

阎丽静，杜  伟 等 

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 著作奖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10月 周  宁 

Sensory Perception of Materials 

in Product Design 
著作奖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1年 12月 左恒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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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普及奖（11 项） 

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3年 5月 陈  峰 

双赢的未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11月 

黄卫平，丁  凯，

赖明明，刘一姣，

宋  洋，刘可佳 等 

什么是语言类型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1年 6月 金立鑫 

敦煌变文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年 11月 李小荣 

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 接力出版社 2011年 9月 彭  懿 

千年一笔谈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4月 钱  斌 

笛声中的艺术 
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2年 9月 涂  琳 

人文博物馆·文学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1年 9月 王汶成 

毛泽东智慧 人民出版社 2013年 10月 萧诗美 

钓鱼岛：历史与主权 海洋出版社 2013年 4月 
谢必震，吴巍巍，

陈硕炫，徐  斌 

像梁启超那样做父亲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年 6月 俞祖华，俞梦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