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

一等奖（30项）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成果作者

1 新时代“三大法宝”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研究 专著 李  韧

2 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论文 王艺明  刘一鸣

3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福州市历史第二卷（1949-1978） 专著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
和地方志研究室

4 财富、权力与正义：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专著 刘荣军

5 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 论文 赵西亮

6 中国碳减排实现的影响因素和当前挑战：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 论文
杨莉莎  朱俊鹏 

贾智杰

7 中国间接税税负归宿的测算：模型与实证 论文
苏国灿  童锦治 
魏志华  刘诗源

8 基于高频收益率曲线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分析 论文 林木材  牛霖琳

9 突发事件下行人疏散行为机制及仿真研究 专著
赵永翔  卢团团 

欧忠辉

10 IPO首日限价政策能否抑制投资者“炒新”？ 论文
魏志华  曾爱民 
吴育辉  李常青

11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wnership, and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知识产权保护，股权性质和企业创
新：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
Josh Lerner  
Lily Fang   
吴超鹏

12
The Effect of Fair Value Accounting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ole of Earnings（公允价值会计对盈余信息的业绩评估角色的影响）

论文

Mark DeFond  
胡金帅     

Mingyi Hung  
Siqi Li 

13 大数据——统计理论、方法及应用 专著 朱建平  等

14 中国之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专著 许耀桐

15 中国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文本实现 论文 刘连泰

16 底线公平:基础普惠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专著 高和荣

17 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漳州府分册 专著 郑振满

18 中国现代美学思潮史 专著 杨春时

19 法国文学批评史 专著 冯寿农

20 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 专著 李无未

21
多元归因与信任重建：危机传播情境理论的中国情境——以2018长生疫苗

事件为例
论文

宫  贺  韩  冬 
张庆园

22 苏颂全集 专著 朱人求  和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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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及其设置标准研究 专著 史秋衡  等

24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modulates the FRN and P300 in the 

chicken game(社会价值取向调节博弈决策反馈的心脑机制)
论文

王益文  张  蔚 
袁  博      等

25 我国体育学研究生课程建设研究-基于全国63所院校的调查分析 论文
方千华  王家宏 
季  浏  贾明学 

王  雷  

26 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三卷本） 专著 黄鸣奋

27 清代木刻版闽南语歌仔册考释 论文 黄科安

28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的创新竞争力提升研究 专著 黄茂兴

29 木兰溪治理：追寻人水和谐共生的生态范本 专著 胡  熠

30 当前我国主要超级平台数据垄断的现状、风险及对策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陈志勇

二等奖（104项）

1 改革开放以来巡视制度重构的阶段、特征及理论逻辑 论文 彭前生

2 以人民为中心的幸福：理论·测量·实践 专著 邵雅利

3 马克思“以时间消灭空间”的空间生产思想及其深层逻辑探微 论文 林  密

4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机制 论文 傅慧芳  苏贵斌

5 《共产党宣言》是“四个伟大”的重要思想来源 论文 张艳涛  吴美川

6 三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及其批判 论文 张有奎

7 《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继承与发展 论文 舒  展

8 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情况初探 论文 叶  青  杨雅丽

9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刍议 论文 郭若平

10
Substitution Logic: An Extension of Syllogism（替换逻辑：三段论的

拓新）
论文 马  雷

11 20世纪中国唯识学史要 专著 袁宏禹

12 道德理由与正确行动 专著 张  曦

13 为他心辩护——处理他心问题的一种复合方案 论文 王晓阳

14 “道不远人”的思想实验与证成方案 论文 杨少涵

15 企业存货调整与中国财政政策的效力发挥 论文 王燕武  吴华坤

16 对外反倾销与贸易转移：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
陈勇兵  王进宇 

潘夏梦 

17
信贷资源可得性与企业创新：激励还是抑制？——基于银行网点数据和金

融地理结构的微观证据
论文

蔡庆丰  陈熠辉 
林  焜

18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论文 林伯强  谭睿鹏

第 2 页，共 12 页



19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共同演化分析——一个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的金融监

管分析框架
论文

许文彬  赵  霖 
李志文

20 医患关系与医学专业报考和录取 论文 岳  阳  祝嘉良

21 税收分成、财政激励与城市土地配置 论文
谢贞发  朱恺容 

李  培

22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征缴与支出结构民生化研究 专著 陈少晖  等

23 战略投资者选择与银行效率——来自城商行的经验证据 论文
郭  晔  黄  振 

姚若琪

24 卖空压力、风险防范与产品市场表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论文 倪骁然

25 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 论文 杨子砚  文  峰

26 基于多重网络的产业集群知识共享与创造 专著 陈国宏  等

27 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建构与发展 论文 陈振明

28 银行高管薪酬延付政策能抑制影子银行扩张吗？ 论文
王艳艳  王成龙 
于李胜  郑天宇

29
Cooperative Game Approaches to Coordinating a Three-echelon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with Fairness Concerns(公平关切的三级闭
环供应链利益协调合作博弈方法)

论文
郑小雪  刘  志 
李  武  黄  珺 

陈  骥

30 并购模式与企业创新 论文 陈爱贞  张鹏飞

31 生态城市治理：建设评价与公众参与 专著 施生旭

32 儒家文化与会计审计行为 专著 杜兴强  等

33
Novel equal division values based on players’ excess vect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logistics enterprise coalitions（基于参与者

剩余向量的新的均分值及其在物流企业联盟中的应用）
论文

刘家财  赵文健 
Benjamin Lev  
李登峰  许钜秉 

戴永务

34
An innovative type of forest insurance in China based on the 
robust approach （基于鲁棒优化的中国森林保险产品创新研究） 

论文 冯  鑫  戴永务

35
Bi-objective scheduling of fire engines for fighting forest 

fires: new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基于全新优化方法的森林火灾应
急救援车辆双目标调度优化研究)

论文
吴  鹏  储  凤 
车阿大  周孟初

36 网络虚拟人物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 专著 周  飞

37
A Compromise-Typed Variable Weight Decision Method for Hybrid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混合折衷型变权多属性决策方法）

论文
余高锋  费  巍 

李登峰

38 本地独立董事监督了吗？——基于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视角的考察 论文
罗进辉  向元高 

林筱勋

39 公共管理学科的定量研究被滥用了吗？与刘润泽、巩宜萱一文商榷 论文 于文轩  樊  博

40
A group decision method based on prospect theory for emergency 

situations（基于前景理论的群体应急决策方法）
论文

王  亮  王应明 
Luis Martinez

41
DEA target setting approach within the cross efficiency framework

（交叉效率框架下DEA目标设置方法）
论文 陈  磊  王应明

42
Nonparametric Additiv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or: A Group 
Shrinkage Estimation Perspective（经济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基于

组压缩的非参数可加工具变量估计方法）
论文 范青亮  钟  威

43
从“国际政治”到“国际关系”——审视世界强联结时代的国际关系

本体论
论文 尚会鹏

第 3 页，共 12 页



44 《十二表法》研究 专著 徐国栋

45 公法上警察概念的变迁 论文 陈  鹏

46 论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中罪观念的影响 论文 周东平  姚周霞

47 医疗损害赔偿中原因力减责的法理及适用 论文 郑永宽

48
Settlement of disputes in a BBNJ agreement: Options and analysis

（BBNJ国际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选项与分析）
论文 施余兵

49 制定法解释中的立法意图——以英美国家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 王云清

50 社会工作理论：历史环境下社会服务实践者的声音和智慧 专著 童  敏

51 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 论文 朱冬亮

52 认同、认知与实践：当代西方族性研究的三种路径 论文 张先清  段云兰

53 异质性与差别化——农民工的社会保护需求与社会政策调适 专著 沈君彬

54 佛与他者：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研究 专著 龚浩群

55 “大元”国号新考——兼论元代蒙汉政治文化交流 论文 李春圆

56
Ancient human genome-wide data from a 3000-year interval in the 
Caucasus corresponds with eco-geographic regions（高加索地区跨越

3000年的古人类基因组数据与生态地理区域的一致性）
论文

王传超     
Svend Hansen 

Johannes Krause
Wolfgang Haak 

57 雷纳尔美洲退化思想与启蒙时代欧洲的“他者”想象 论文 王晓德

58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专著 曲金良

59 明代婢女群体研究 专著 王雪萍

60 美国20世纪非殖民化政策研究：以东南亚为个案 专著 孙建党

61 文化研究：理论旅行与本土化实践 专著 颜桂堤

62 徐兴公年谱长编(4卷本） 专著 陈庆元

63 知识、文献、学术史：南宋考据学研究 专著 温志拔

64 从西方文论到马列文论：文化身份挪移与中国主体建构 论文 代  迅

65 《醉翁谈录》选编故事发生地的文学地理分析 论文 涂秀虹

66
Nietzsche as precursor of post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尼采：

作为后现代翻译研究的先驱）
论文 陈历明

67 哈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与西方认知 专著 潘  红

68 青春与死亡——本雅明早期十四行哀诗与德国青年运动 论文 王凡柯

69 近代传教士所撰两岸闽南方言文献集成及其研究 专著 马重奇  马睿颖

70 功能语言学视野下的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 专著 乐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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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基于古文字材料的上古汉语清鼻流音之历史考察 论文 叶玉英

72 意识与翻译 专著 岳  峰

73 话语视角下的批评词典学研究：理论、实践与方法 专著 陈文革

74 广告的演变及其本质——基于1622条教科书广告定义的语义网络分析 论文 黄合水  芳  菲

75 中国文化的印度影响力调查 专著
游国龙  尚会鹏 

关世杰

76 媒介、启蒙与公共性：西方传播批判理论研究 专著 连水兴

77 海外珍藏清代科举殿试卷汇存 专著 方宝川

78 中国教育改革40年：高考改革 专著 郑若玲  等

79 共治·分类·增效：新时代高校教学评估变革的三个向度 论文 刘振天

80 高考改革新方案的顶层设计与实践推进 论文 刘海峰

81 活态文化视角下中小学研学旅行课程的价值考察 论文 殷世东

82
面向2030的教育质量：核心理念与保障模式——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政策报告的文本分析
论文 吴  凡

83
我国高校大规模线上教学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对学生、教师、教务人员

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论文 邬大光  李  文

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经验、问题与趋势 论文 陈兴德

85 体育、人的主体存在与全面发展 专著 刘欣然

86 2019年福建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育与健康质量监测报告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陈海春  王少兵 
党林秀  梁  斌 
吴智鹉  欧阳虹

87 当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研究 专著 王润斌  等

88 论宋代的衙前乐营 论文 张咏春  郭  威

89 妈祖官祭八音考略 论文 杨旻蔚  马  达

90 戏剧大三角：斯坦尼-梅耶荷德-梅兰芳 专著 陈世雄

91 中国古代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 专著 张志伟

92 马勒《大地之歌》的“意象美”——基于中西意象话语的学理阐释 专著 宋  佳

93 序列编序与矩阵算法——论十二音序列矩阵的数性与神性 论文 许  琛

94 复合权力结构与中国统一问题——兼论“两制”台湾方案探索 论文 夏  路

95 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20） 专著
华侨华人蓝皮书课

题组

96 固始传说与闽台民众的文化认同 论文 刘大可

97 中美战略信任的维系：不对称结构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视角 论文 包广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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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海上福州 专著 曾筱霞

99 图说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舟行天下 专著 吴巍巍

100 厦门智能视听产业发展及创建国家级智能视听产业基地对策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林小勇  罗昌智 
林朝霞  张  庆 
冷莹莹  郑辉灿 

101 ECFA影响评估及后续处置建议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党  俊

102 关于区域协作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助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建议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郑冬梅

103 加快推进我省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建议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福建农林大学乡村
振兴课题组

104 加快制定《天然林保护条例》的对策建议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林旭霞  张冬梅 

三等奖（171项）

1 文化自信：中国力量的精神支撑 专著 陈一收

2 数据要素: 主要特征、推动效应及发展路径 论文 戴双兴

3 紧紧依靠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 论文 郭克莎

4 论新自由主义“绿色化”的渊源及其局限 论文 蔡华杰

5 中国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研究（1919-1949） 专著 杨林香

6 网络问政视阈下的当代中国参与式民主研究  专著 原宗丽

7 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及其制度转型 论文 吴  茜

8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思想研究 专著 马春玲

9 利润率下降趋势逆转的重新解释：分工、劳动挤压与经济失衡 专著 鲁保林

10 中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研究 专著 林昌华

11 “再组织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及其制度化导向 论文 郭为桂

12 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与运用 论文 贾  凯

13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历史考察 论文 郑崇玲

14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专著 张品端

15
人性、优良政府与正义——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先秦儒学与古典自由主义

研究
专著 谢晓东

16 结构与功能：当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内部社会资本初探 论文 张钟鑫

17 蕴涵论题的实验之争 论文 曹剑波

18 真理必须走向现实——马克思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超越 论文 许斗斗

19 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研究 专著 冯  兵

第 6 页，共 12 页



20 何为生命之单元？——现代生物学思想中的个体性概念研究 专著 杨仕健

21 旁观者何以转化为行动者 论文 唐  瑭

22 论收入倍增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专著
龚  敏  李文溥 

靳  涛

23 劳动力成本上升、资产泡沫与中国经济波动 论文 郭念枝  村濑英彰

24 地区性别失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经验研究 论文
魏下海  董志强 

蓝嘉俊

25 外包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机制：全球价值链视角 专著 张少军

26 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空气污染——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论文
孙传旺  罗  源 

姚  昕

27 就业结构、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论文
蓝嘉俊  方  颖 

马天平

28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论文 柏培文  杨志才

29 高房价挤出了谁？——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 论文
周颖刚  蒙莉娜 

卢  琪

30
A semiparametric quantile panel data model with an application to
estimating the growth effect of FDI （半参数面板数据分位数模型及

其对估计FDI影响经济增长的应用）

论文 方  颖  等

31 加息周期、汇率安排与储备需求 论文 朱孟楠  曹春玉

32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论文
李嘉楠  孙浦阳 

唐爱迪

33 巴菲特的阿尔法：来自中国 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论文 胡  熠   顾  明

34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speed in facilitating high skilled 

teamwork across cities（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能人才跨城市合作的
促进作用）

论文
董晓芳  郑思齐 
Matthew E.Kahn 

35 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 论文
潘  越  宁  博 
纪翔阁  戴亦一

36 基于微观视角的定向降准政策惠农机理与调控功效研究 专著 林朝颖  等

37 财政分权对中国雾霾影响的研究 论文 黄寿峰

38 中国服务贸易融入数字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构建及特征研究 论文
吕延方  方若楠 

王  冬

39 财政激励与消失的女性 论文 梁若冰

40
Spatial Modeling Approach for Dynamic Network Formation and 

Interactions(动态网络形成与互动的空间建模方法)
论文

韩晓祎  谢志升 
高日明

41
Recover Overnight? Work Interruption and Worker Productivity (隔

夜就能恢复吗?工作中断与劳动生产力)
论文

蔡熙乾  贡  洁 
陆  毅  钟松发

42 自然灾害事件下景区风险管理：危机信息流扩散与旅游流响应 论文
阮文奇  张舒宁 

李勇泉

43 公共资源收益合理共享视角下的国有企业红利分配研究 专著 廖添土  等

4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风险特征 论文
陈国进  张润泽 

赵向琴

45
Models for closed-loop supply chain with trade-ins (以旧换新政策

下的闭环供应链决策模型)
论文

缪朝炜  傅  科 
夏志强  王  玉

46
Social Influence and Monetization of Freemium Social Games（社会

影响与免费增值社交游戏中的变现）
论文

方  斌  郑志强 
叶  强

Paulo B. G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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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社会化商务中基于经验及推荐的消费者感知信任模糊融合模型 论文
尹  进  胡祥培 
郑  毅  周子轩

48
Emphasizing the entrepreneur or the idea? The impact of text 

content emphasis on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rowdfunding（强调“
人”还是强调“创意”？众筹中文本内容强调对投资决策的影响）

论文
王  伟  Wei Chen

Kevin Zhu  
Hongwei Wang

49
A new method to mitigate data fluctuations for time series 
prediction（时间序列预测模型中的样本波动干扰抑制方法）

论文
李  翀  杨英杰 

刘思峰

50 新兴市场颠覆性创新的崛起：基于企业外部知识网络嵌入的视角 专著 王志玮

51 基于价值量的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财务报告概念框架构建研究 论文 张瑞琛

52
A Portfolio Strategy Design for Human-Computer Negotiations in e-

Retail(电子商务人机谈判组合策略设计研究)
论文

曹慕昆  胡  清 
江亦华  洪  红

53
强关系网络移动社交平台旅游分享行为研究——基于微信与QQ用户的资料

分析 
论文 陈莹盈  林德荣 

54 基于网络外部性的绿色制造策略研究 论文 林志炳

55 转型期土地供给管制政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机制与政策效果评估研究 专著 严金海

56 后趋同时代的权益资本成本异质性分析 论文
陈  旻  曲晓辉 

孙雪娇

57
Replenishment policy for a purchase-to-order seller: a tradeoff 
between ordering cost and delay cost （按订单采购销售商的补货策

略：订购成本与延迟成本的权衡）
论文 倪冠群

58 专利维持理论及实证研究 专著 乔永忠

59 资本弱化税制与外资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研究 论文
黄炳艺  林嘉伟 

王艳艳

60 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债券评级市场的经验证据 论文 常莹莹  曾  泉

61 上市公司生物资产信息披露质量评价及市场效应研究 专著 谢帮生

62
薪酬-职务倒挂是否具有“黑色嫉妒”效应?——基于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对

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
论文

于李胜  李文涛 
王艳艳  王  迪

63 动态组合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专著 李美娟  徐林明

64
Is Audit Committee Equity Compensation Related toAudit Fees?（审

计委员会股权报酬会影响审计费用吗？）
论文

刘馨茗
Gerald J. Lobo
Hung-Chao Yu

65 “投资人付费”vs.“发行人付费”：谁的信用评级质量更高？ 论文
吴育辉  翟玲玲 
张润楠  魏志华

66 信用风险传染与企业盈余管理：基于信用债违约的视角 论文
宁  博  潘  越 
陈秋平  肖金利

67 跳跃、共跳和非预期宏观信息 论文
赵  华  麻  露 

唐菲婕

68 企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分解：技术选择效应与技术吸收效应 论文 邓  明  王劲波

69 空间滞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截面估计法 论文 李坤明  方丽婷

70 论深化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论文 黄新华  李松霖

71 “去全球化”：表现、原因与中国应对之策 论文 李  丹

72 数字人权时代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治理 论文 郭春镇

73 绿色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创新 专著 施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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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研究 专著 张旭东

75 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移植与变异 论文 朱  冬

76 刑民之间：“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研究 专著 段晓彦

77 论监察体制改革中的纪法协同 论文 蒋凌申

78 宗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专著 张国安

79 台湾地区涉陆区际私法问题实证研究 专著 曾丽凌

80 国际体育自治法治化路径研究 专著 李  智

81 共同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条约实践的创新 论文 曾华群

82 兜底条款中同质性解释规则的适用困境与目的解释之补足 论文 李  军

83 “一带一路”背景下侨乡新移民在非洲的跨国经营研究 专著 林  胜

84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论文
林李月  朱  宇 

柯文前

85 棠棣——一项基于汉人村庄的兄弟关系研究 专著 宋雷鸣

86 跨文化记忆与身份建构——欧洲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 专著 刘  悦

87 应对研究的进展：挑战性问题与新方向 专著 邵  华

88 两岸通婚的现状、趋势及其影响 专著 祖群英

89 失独家庭社会工作干预体系构建研究 专著 黄耀明

90 从广西左江上游地区民间宗教仪式看中国文化统一性 论文 杜树海

91 吴越之迹：江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变迁 专著 付  琳

92 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 专著 刘诗古

93 限隔山海：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 专著 陈博翼

94 凤凰于飞：家族文书与畲族历史研究 专著 刘婷玉

95 文本、讼争与区域司法实践：清代福建省法律运作的多面考察 专著 肖丽红

96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医药文化的海外传播——以中医药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

和影响为中心
专著 冯立军

97 咸同时期的榷关与财政 专著 任智勇

98 福建历代刻书家考略 专著 方彦寿

99 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 专著 曾  玲

100 历史观照中的经世儒学 专著 杨肇中

101
世界的中国：“东方弱小民族”与左翼视野的重构——以胡风译《山灵》

为中心
论文 吴舒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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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

会形态想象
论文 陈舒劼

103
托派鲁迅论的政党政治思维及局限——《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中的几个问题
论文 徐纪阳

104 文人群体与现代天津的文化空间 专著 黄育聪

105 中国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研究论纲——从东晋到晚清 论文 李小荣  杨遇青

106 想象国民的方法——文学典型论在中国的兴起与衍变 专著 薛学财

107 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杜诗学考论 专著 张家壮

108 视域与诠释：明代的中古诗歌批评 专著 陈  斌

109 跨媒介的审美现代性：石黑一雄三部小说与电影的关联 专著 沈安妮

110
中世纪宇宙模型中的“道”——C.S.路易斯“中世纪模型”及其现代主观

论批判
论文 苏欲晓

111 缪里尔·斯帕克小说研究 专著 戴鸿斌

112
用神话书写被遮蔽的历史记忆——《棕榈酒酒徒》《我在鬼林中的生活》

主题新论
论文 张  燕

113 清人三家諟正段氏《说文注》考论 专著 宋铁全

114 福州方言重叠式形容词的后 论文 陈泽平

115

Paternal origin of Tungusic-speaking populations: Insights from 
the updated phylogenetic tree of Y-chromosome haplogroup C2a‐M86
（通古斯语人群的父系起源：基于更新的 Y 染色体单倍群 C2a-M86 谱系

树的见解）

论文
刘丙丽  马鹏程 
王迟早  严  实 
姚宏兵  李咏兰

116 义务教育常用词表 专著 苏新春

117 语用翻译学：寓意言谈翻译研究 专著 侯国金

118 内陆闽语的语音变例 论文 邓享璋

119 从明清戏文看泉州方言“会”“得”相关结构的演变 论文 吕晓玲

120 [-表色]范畴“X色”：语义特征及其修辞加工 论文 谭学纯

121 颜色范畴知觉效应发生在大脑两半球：来自纳西族和汉族的证据 论文
谢书书  张积家 

朱  君

122 社交媒体使用对广告态度影响的倒U形模式研究 论文 宣长春  林升栋

123 城市与媒介：1936年《大公报》南迁的文化解读 论文 徐基中  吴廷俊

124
生活世界、实践与结构：《做新闻》中现象学社会学的内在理路与路径

局限
论文 张  梅

125 作为媒介的可穿戴设备:身体的数据化与规训 论文 宋美杰  徐生权

126
图形化身、数字孪生与具身性在场：“身体-技术”关系模式下的传播

新视野
论文 谭雪芳

127 华文媒体创新性话语研究与传播 专著
肖  航  周  萍 

纪秀生

128 图书馆电子借阅服务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专著 傅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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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史记》历史事件自动抽取与事理图谱构建研究 论文
刘忠宝  党建飞 

张志剑

130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变化（1982-2015） 论文 王伟宜  桂庆平

131 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略 论文 王洪才

132 能力导向的课堂有效教学研究——阅读、思考、表达教学法 专著 余文森

133 大学学术同行评议利益冲突问题研究 专著 林培锦

134
Honesty-Humility and dispositional awe in Confucian cultu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Zhong-Yong thinking style（儒家文化视域下诚实-

谦卑性与敬畏感的关系：中庸思维方式的中介作用）
论文

林荣茂  洪幼娟 
肖惠文  连  榕

135 提取干扰对不同类型内隐记忆的影响 论文
黄发杰  孟迎芳 

严  颖

136 大学生压力应对方式研究 专著 陈秋燕

137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研究 专著 唐文忠

138 科技人才协同创新行为管理研究 专著 白丽英

139 高考法律问题研究 专著 覃红霞

140
Perfectionism and adolescent sleep qua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完美主义与青少年睡眠质量：重复性消

极思维的中介作用）
论文

严由伟  林荣茂 
谢姗姗  陈宥辛 

颜文靖

141 省域应用型本科教育质量监测评价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专著 黄小芳

142 国际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研究的学科特征、动态演进与前沿热点解析 论文
张  健  孙  辉 
张建华  刘振铎 
蔡  峰  张金波

143 物件、空间、记忆与文化认同：国内外体育博物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论文 刘  强  杨海晨

144 中国赛事产业链与城市发展研究 专著 郑志强

145 我国畲族民间体育文化保存现状与保护措施研究 专著 兰润生

146 类型、族群与身体运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田野考察 专著 杨海晨  邓水坚 

147 中国音乐文献学 专著 方宝璋  郑俊晖

148 从文化折扣到文化对冲：新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 论文 颜纯钧

149 电影的“城市性”理论 论文 张经武

150 服装流行与文化影响力研究（修订版） 专著 李昭庆

151 20世纪50年代江文也交响音乐的创作观念研究 论文 檀革胜  任  云 

152 音乐美感的属性 专著 黄宗权

153 古典的现代性及其当代意义——以英国艺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为切入点 论文 林成文

154 中国传统音乐民间术语研究 专著 陈新凤  吴明微 

155 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发展状况与设计研究 专著 翁宜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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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 专著 侯  凯

157 历史画创作的矛盾与张力——以创作实践为核心的考察 论文 王裕亮

158 两岸关系40年历程（1979-2019） 专著 孙亚夫  等

159 “一带一路”沿线相关侨务资源大国侨务政策比较研究 专著 康晓丽

16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关系与自贸区升级研究 专著 何军明  丁  梦

161 海峡两岸渔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及合作对策研究 专著 郑思宁

162 脱贫奔小康的福建经验 专著
福建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 

16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福建读本 专著 魏定榔  卢美松

164 邮览中国——农耕文明与乡村振兴 专著
福建省政协农业和

农村委员会 

165 福建省林业碳汇交易机制与政策研究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黄可权  张丽明 
吴宗翰  张  胆 
葛  凯  罗艳艳

166 国民党主席补选后政策走向与影响及对策建议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陈文杰  陈元勇

167 打造高质量发展“组合拳”全面落实赶超的若干建议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福建省委党校产业
与企业发展研究院
课题组（课题负责

人林红）

168 新型研发机构理论与实践探索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彭建平  周  华 
黄  莉  彭林芳 
王伟亮  张  俊

169 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测度及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李  焱  黄庆波 
赵  玲  刘  野

170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福建省零售企业影响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
决策咨询报告

许安心  郑秋锦 
郑蔓华  吴晶晶 
孙丽丽  赵蓉蓉

171 探索建立健康扶贫长效机制 论文 郭玉辉  龚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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