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广东省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著作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2017-A-1-001

牢记嘱托 再创新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广东工作重要批示精神辅导读本

杨汉卿、苟志效、余甫功、
林盛根、周峰、周立彩、谢
仁寿、伍俊斌、梁道刚、张
谨、岳芳敏、许德友、郭丽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兰、李鹏、张海梅、彭春华、
危旭芳、邓利方、黄丽霞、
张文渊、舒建华、蓝强、朱
孟光

2017-A-1-002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1949-1978）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
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2017 年 5 月

2014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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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A-1-003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
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

张伟（笔名：张任之）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10 月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体系研究

胡军、覃成林、朱卫平、张耀
辉、韩兆洲、刘金山、刘迎霞、 暨南大学
陈林、蔡涛、安康、肖锋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4 年 10 月

2017-A-1-005

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

陈潭、韩和元、彭铭刚、刘晓
洋、刘兴云、李穆涵、胡项连、
广州大学
陈银成、杨运鑫、沈本秋、肖
栩、付艳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15 年 1 月

2017-A-1-006

先秦法律思想史

马作武

中山大学

中华书局

2015 年 1 月

2017-A-1-007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吴重庆

中山大学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2017-A-1-008

“财”与“政”：清季财政改制研究

刘增合

暨南大学

三联书店

2014 年 4 月

2017-A-1-009

高乡与低乡：11-16 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
究

谢湜

中山大学

三联书店

2015 年 7 月

2017-A-1-010

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上、下）

彭玉平

中山大学

中华书局

2015 年 4 月

商周金文辞类纂

张桂光、陈曦、秦晓华、程莉、
何敏、贾丽、罗银花、麦钰珍、
华南师范大学
任家贤、唐洪志、唐元、王兰、
吴艳娜、禤建聪、赵莹

中华书局

2014 年 7 月

2017-A-1-004

2017-A-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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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2017-A-1-012

新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传播模式

胡钦太、林晓凡、蔡晓平、程
雪、熊霞余、罗光文、陈小岚、
华南师范大学
刘志纯、邓彩玲、张映能、何
佳瑜

2017-A-1-013

管弦乐队配器法

施咏康

星海音乐学院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5 年 5 月

2017-A-1-014

社会思潮传播与核心价值引领

陈伟军

暨南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2017-A-1-015

智慧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

朱桂龙、樊霞

华南理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2017-A-1-016

战略生态位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张光宇、谢卫红、刘艳、邓晓
锋、刘贻新、胡仁杰、马文聪、 广东工业大学
罗嘉文、许泽浩

科学出版社

2015 年 1 月

2017-A-1-017

网络环境中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用户需
求实证研究

曹树金、杨涛、陈忆金、司徒
俊峰、韦景竹

中山大学

学习出版社

2015 年 4 月

远亲与近邻—中美日印在东南亚的软实力

曹云华、唐翀、代帆、胡安琪、
陈建荣、陈文、甘燕飞、阮金
之、黄荣斌、程晓勇、刘鹏、 暨南大学
胡潇文、Priyanka Pandit、叶
敏、张木森、陈莹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7 月

2017-A-1-018

世界图书出版公
司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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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光明日报

2017 年 6 月 9 日

2017-B-1-019

我党新闻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论习近
平总书记新闻思想的系统性、创新性与时代 林如鹏、支庭荣
性

暨南大学

2017-B-1-020

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改革开放思想的理论贡献

周薇等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南方日报

2017 年 6 月 26
日

2017-B-1-021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解读

陈金龙

华南师范大学

2015 年第 12 期

2017-B-1-022

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史
上的意义

谢迪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主义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2017-B-1-023

习近平人民主体思想研究：主体地位、主体
陶日贵、田启波
作用、主体利益

广东财经大学

贵州社会科学

2017 年 7 月

2017-B-1-024

开辟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大贡献

赵中源

广州大学

人民日报

2017 年 2 月 7 日

2017-B-1-025

资本介入文化生产的耦合效应

胡潇

广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2017-B-1-026

德性认知的心理机制与启示

景怀斌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9 期

2017-B-1-027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研究

黄正新、黄金波

广东财经大学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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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2017-B-1-028

Misclassification Errors and the Underestimation
of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

冯帅章、胡颖尧

暨南大学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Vol.103,No.2

2017-B-1-029

谁在为小微企业融资：一个经济解释

李华民、吴非

广东金融学院

财贸经济

2015 年第 5 期

2017-B-1-030

中国企业的融资约束：特征现象与成因检验

邓可斌、曾海舰

华南理工大学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2017-B-1-031

发展中国家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政治动力机制
——基于印度制定“官员腐败调查法”的分析

肖滨、黄迎虹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5 期

2017-B-1-032

董事会运行中非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制

朱义坤（笔名：朱羿锟）

暨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8 期

2017-B-1-033

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机制——基于历史数据和
田野资料的分析

刘军强、刘凯、曾益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8 期

2017-B-1-034

从地域城市到移民城市：全国性城市社会的构
建

杨小柳

中山大学

民族研究

2015 年第 5 期

2017-B-1-035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曹家齐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5 期

2017-B-1-036

命篇与命体——兼论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发
生

吴承学、李冠兰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1 期

2017-B-1-037

甲午战争与近代诗风之创变

左鹏军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遗产

2014 年第 4 期

2017-B-1-038

出土战国文献中“不”和“弗”的区别

张玉金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语文

2014 年第 3 期

2017-B-1-039

Neural changes underlying successful second
language word learning: An fMRI study

杨静, Kathleen Marie Gates,
Peter Molenaar, Ping Li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2015, Vol.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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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15, Vol.83,
No.3

温忠麟、范息涛

华南师范大学

Psychological
Methods

2015, Vol.20,
No.2

身体与学习：具身认知及其对传统教育观的挑
战

叶浩生

广州大学

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体育法学概念的再认识

周爱光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刊

2015 年第 2 期

2014 年 4 月

2017-B-1-040

Predicting Suicide Attempts by Time-Varying
Frequency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mong
Chinese Community Adolescents

攸佳宁、林旻沛

2017-B-1-041

Monotonicity of effect sizes: Questioning
kappa-squared as mediation effect size measure

2017-B-1-042
2017-B-1-043

2017-B-1-044

墓主像与唐宋墓葬风气之变——以五代十国
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中心

李清泉

广州美术学院

载《艺术史中的
汉晋与唐宋之
变》（台北：石
头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2017-B-1-045

政治时间与冲突现场：外压型议题如何进入政
策视野

张宁

中山大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年第 10 期

2017-B-1-046

Optimal uniform pricing strategy of a service
firm when facing two classes of customers

周文慧, Xiuli Chao, Xiting
Gong

华南理工大学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4, Vol.23,
No.4

2017-B-1-047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ullwhip Effect in
China

暨南大学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2014, Vol.23,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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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峻、杨世涛、杨石磊、张津

2017-B-1-048

Bicriteria hierarchical optimization of
two-machine flow shop scheduling problem with
time-dependent deteriorating jobs

程明宝, Pandu R.
Tadikamalla, Jennifer Shang,
张沙清

广东工业大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Vol.234,
Iss. 3

2017-B-1-049

Pricing and alliance selection for a dominant
retailer with an upstream entry

周永务、曹宗宏、钟远光

华南理工大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5, Vol.243,
Iss.1

2017-B-1-050

电子政务系统中的档案管理（系列论文）

陈永生、杨茜茜、侯衡、苏焕
宁

中山大学

档案学研究

2015 年第 2、3、
4、5、6 期

调研报告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广东省网络舆情
信息中心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2017-C-1-051

2014 年网络舆情研究报告

汤景泰

暨南大学

2017-C-1-052

农业共营制：一个创新性发展方向——农业经
营方式转型与崇州试验解析

罗必良、胡新艳、程国强、郭
晓鸣、谢琳、钟文晶、翁贞林

华南农业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

2015 年 9 月

2017-C-1-053

中国特色清廉指数构建与调查研究

倪星

中山大学

中共广东省纪委
和中央纪委等

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2 月

广东对外开放新格局：挑战与应对

隋广军、申明浩、肖鹞飞、黄
亮雄、李青、周方银、陈万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张健

广东省委省政府

2015 年 5 月

2017-C-1-054

201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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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C-1-055

广东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研究

李鲁云、田晓霞、蔡祖顺、刘
慧琳、张良亮、陈彦玲、李经
纬、许浩东

2017-C-1-056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LED 与
新能源汽车项目绩效第三方评价报告

郑方辉、魏红征、卢扬帆、廖
逸儿、李文彬、黄怡茵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省人大、广
东省委省政府

2015 年 3 月

2017-C-1-057

从传统村庄治理到现代社区治理—来自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的调研

蓝宇蕴、王金红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委省政府

2014 年 10 月

2017-C-1-058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侨胞工作的思考

张小欣

暨南大学

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

2015 年 8 月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花城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

广东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

2015 年 12 月

人文社科普及读物
证书编号
2017-D-1-059

成果名称
岭南新语——一个老广州人的文化随笔

作者
黄天骥

申报人所在单位
中山大学

二等奖
著作
证书编号
2017-A-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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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战略与治理

作者
陈万灵、吴喜龄

申报人所在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4 年 12 月

2017-A-2-061

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
基本问题

方向红

中山大学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3 月

2017-A-2-062

历史和空间视角的经济增长与地区趋同

罗浩

中山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年 4 月

2017-A-2-063

绿色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基于广东的实地
调研

徐枫

华南理工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2017-A-2-064

论法律冲突

董皞

广州大学

商务印书馆

2013 年 6 月

2017-A-2-065

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

徐忠明

中山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4 年 1 月

2017-A-2-066

西方灾害社会学新论

周利敏

广州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5 年 11 月

2017-A-2-067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
动研究

吴宏岐

暨南大学

长江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2017-A-2-068

岭南医学史（上、中、下、图谱册）

刘小斌、郑洪、陈凯佳、余洁
英、余泱川、陈俊榕、薛暖珠、 广州中医药大学
黄子天、靳士英、陈虹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15 年 9 月

2017-A-2-069

坚忍与守望：近代韩江下游的福音姿娘

蔡香玉

广州大学

三联书店

2014 年 6 月

2017-A-2-070

越南科举制度研究

陈文

暨南大学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4 月

2017-A-2-071

跨媒介香港

凌逾

华南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5 年 11 月

2017-A-2-072

中国古代诗歌与戏剧互为体用研究

吴晟

广州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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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A-2-073

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

李炜、石佩璇、刘亚男、黄燕
旋

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2017-A-2-074

潮汕方言历时研究

林伦伦

韩山师范学院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韩会君、张宏、楚继军、招乐
辉、周德书、李志敢、朱玉芳、
广州体育学院
陈小英、张莹、何远梅、许建
平、陈立农、刘刚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年 12 月

小康体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17-A-2-075

进程中大众体育服务体系的研究兼论“珠江三
角洲体育带”的构建研究报告

2017-A-2-076

教育现代化论

冯增俊、张运红、王振权、杨
启光

中山大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
版社

2014 年 11 月

2017-A-2-077

教育管理学（第五版）

黄崴、蔡灿新、黄晓婷、余芳
（译）

岭南师范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4 年 3 月

2017-A-2-078

北宋书家丛考

陈志平

暨南大学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2017-A-2-079

中国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培育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

宁凌、杜军、张玉强、廖泽芳、
广东海洋大学
王桂花、胡彩霞、汪亮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2017-A-2-080

“公司+农户”模式：社会资本、关系治理与联
盟绩效

万俊毅、彭斯曼、黄瓅、秦佳
等

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4 年 3 月

2017-A-2-081

李维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莫岳云、谭来兴、王艳玲

华南理工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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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2017-B-2-082

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姜安

深圳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083

生产力的三层维度与决定论的多种表现——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新探

关锋、刘卓红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年第 9 期

2017-B-2-084

黑格尔 Subjekt 概念的两个维度与三层含义
——基于《〈精神现象学〉序言》的一个理解

徐长福

中山大学

哲学研究

2015 年第 11 期

2017-B-2-085

Xun Zi Holds That Human Nature Is Simple and
Uncarved, Not Evil

周炽成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英文版）

2014 年第 1 期

2017-B-2-086

传统真理论及其嬗变——从逻辑与语言的观
点来看

胡泽洪、彭媚娟

华南师范大学

哲学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

2017-B-2-087

企业家发现、知识与制度变迁：奥地利学派的
制度变迁理论

刘志铭

华南师范大学

学术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

2017-B-2-088

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
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

陈林、罗莉娅

暨南大学

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2015, Vol.61,
No.1

2014 年第 5 期

2017-B-2-089

Agricultural subsidy with capacity constraints
and demand elasticity

陈有华、万俊毅、王婵

华南农业大学

Agricultural
EconomicsZemedelska
Ekonomika

2017-B-2-090

总供给效应、适应性学习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
性

蒋海、储著贞

暨南大学

金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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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2-091

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基于东、中、西部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唐松

广东金融学院

中国软科学

2014 年第 8 期

2017-B-2-092

Region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hi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刘胜, Frank Wogbe Agbola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Applied
Economics

2014, Vol.46,
No.22

2017-B-2-093

我国多层次科技资本市场的重构与对策研究

麦均洪

华南理工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

2014 年第 11 期

2017-B-2-094

地方官员变更与地方债发行

罗党论、佘国满

中山大学

经济研究

2015 年第 6 期

2017-B-2-095

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基
于动态面板的经验分析

傅元海、叶祥松、王展祥

广州大学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年第 9 期

2017-B-2-096

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

何艳玲、汪广龙、陈时国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7 期

2017-B-2-097

长期执政与政党适应能力建设——新加坡与
马来西亚政局发展的比较分析

陈文、黄卫平

深圳大学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

2015 年第 3 期

2017-B-2-098

县级人大代表履职：谁更积极？

黄冬娅、陈川慜

中山大学

社会学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2017-B-2-099

批准生效合同报批义务之违反、请求权方法与
评价法学

汤文平

暨南大学

法学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2017-B-2-100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法治化研究

石佑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学评论

2014 年第 6 期

2017-B-2-101

以刑释罪：一种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
以对“组织卖淫罪”的解释为例

徐松林

华南理工大学

法商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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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2-102

20 世纪上半叶中山大学维护西沙群岛主权的
历史考察及法律意义

黄瑶、伍俐斌

中山大学

学术研究

2015 年第 11 期

2017-B-2-103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基
于行政法学的视角

夏金莱

广东财经大学

法学评论

2015 年第 4 期

2017-B-2-104

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

周大鸣、杨小柳

中山大学

民族研究

2014 年第 2 期

2017-B-2-105

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
——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

王宁

中山大学

社会学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106

空间分割叠加与社会治理创新

谢俊贵

广州大学

广东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107

An Unforgettable Enterprise by Forgotten
Figures: The Making of the Zhaocheng Canon
赵城藏 in North China under the Jurchen
Regime

张德伟

中山大学

ZINBUN

2012/2013,
No.44

2017-B-2-108

明清时期广州五仙五羊传说流变论析

罗燚英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5 期

2017-B-2-109

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以
何键为中心

肖自力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2017-B-2-110

滇、桂、越三角地——特磨道历史地理考

郭声波、王旭

暨南大学

文史

2015 年第 1 辑

2017-B-2-111

渔业、航路与疆域：14-15 世纪中国传统东沙
岛知识体系的初创

周鑫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学术研究

2015 年第 12 期

2017-B-2-112

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承续

宋剑华

暨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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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2-113

论 20 世纪英国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

段吉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评论

2014 年第 2 期

2017-B-2-114

容器之喻——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闫月珍

暨南大学

文学评论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115

陶渊明“真意”探微——从沈从文一篇遗文得
到的启示

郭杰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学术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2017-B-2-116

明文“极于弘治”说刍议

何诗海

中山大学

文学评论

2014 年第 2 期

2017-B-2-117

On syntactic intervention in Chinese denominal
verbs: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程杰

华南师范大学

Diachronica

2015, Vol.32,
No.3

2017-B-2-118

以逗代步 找回丢失的节奏——从 The Isles of
Greece 重译看英诗格律可译性理据

王东风

中山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2017-B-2-119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to L2 learners’
cognitive processes during study abroad

任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Applied
Linguistics

2014, Vol.35,
No.5

2017-B-2-120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and Qie yun

潘悟云、张洪明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载《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April 2015
Linguistics》（英
国：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B-2-121

仙岛话的语言系属和地位问题

范俊军

暨南大学

中国语文

2015 年第 3 期

2017-B-2-122

批评性话语分析：诠释与思考

武建国、林金容

华南理工大学

现代外语

201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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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2-123

大型体育场馆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及政府
决策

高晓波、陈淑莲、乔玉、苏俊
宇、王丽娜

华南理工大学

体育学刊

2014 年第 2 期

2017-B-2-124

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叶平枝、张彩云

广州大学

教育研究

2015 年第 7 期

2017-B-2-125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the Brief
Multidimensional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BMSLSS) Among Chi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田丽丽、张嘉洇，E.Scott
Huebner

华南师范大学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15, Vol.8,
No.4

2017-B-2-126

智者：教学活动中的知识生长

黄甫全、王娜 （译）

华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报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127

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理论及其生成理路

曾茂林、柳海民

岭南师范学院

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11 期

2017-B-2-128

Long-term experience with Chinese language
shapes the fusiform asymmetry of English
reading

梅磊磊, Gui Xue, Zhong-Lin
Lu, ChuanSheng Chen, Miao
Wei, QingHua He, Qi Dong

华南师范大学

NeuroImage

2015, Vol.110

2017-B-2-129

重建道德可教的涵义

潘希武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

教育学术月刊

2015 年第 6 期

2017-B-2-130

义务教育免费后完善贫困生资助政策的设想
——基于广东省的实证调查

吴宏超、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131

从“多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高等教
育学科的方法论转向

汤晓蒙、刘晖

广州大学

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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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师范学院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5, Vol.155,
No.6

赵敏、韩绮芸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5 年第 6 期

焦璨、张敏强

深圳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2 期

方海、汪相

广东工业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美术与设计
版）

2015 年第 6 期

马达、李小威

广州大学

艺术百家

2015 年第 6 期

2014 年第 1 期

2017-B-2-132

Materialism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accounting
for time on prosocial behaviors

李继波、陈盈盈、黄希庭

2017-B-2-133

教师团队自省、团队学习力与专业发展的互惠
效应研究——以广州市 5 区 14 所中小学为例

2017-B-2-134

迷失的边界：心理学虚无假设检验方法探究

2017-B-2-135

东竹西渐：明清时期中西方竹家具案例比较研
究

2017-B-2-136

中山咸水歌的生态环境系统解读

2017-B-2-137

我国早期几何纹铜镜装饰风格探源

罗佳

华南师范大学

南京艺术学院学
报（美术与设计
版）

2017-B-2-138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与对策

李凤亮、宗祖盼

深圳大学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1 期

2017-B-2-139

实践新闻专业性 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角

支庭荣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年第 4 期

2017-B-2-140

角力“39 号文”：官民博弈的媒体呈现——基于
《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的考察

田秋生

广州大学

新闻大学

2014 年第 5 期

2017-B-2-141

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总体特征及群体差
异（上下）

张志安、沈菲

中山大学

现代传播

2014 年第 3、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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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5, Vol.242,
No.3

卫海英、骆紫薇

暨南大学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1 期

庄文嘉、陈峰

中山大学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 No.222

张杰, Rachel Q. Zhang

广东财经大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5, Vol.240,
No.1

牛保庄、张杰

华南理工大学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2013, Vol.53,
Iss.2

暨南大学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5, Vol.60

广东工业大学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2015, Vol.66,
Iss.6

华南理工大学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Vol.237,
No.1

2017-B-2-142

A multi-period fuzzy protfolio optimization
model with minimum transaction lots

刘勇军、张卫国

2017-B-2-143

中国的服务企业如何与顾客建立长期关系？
——企业互动导向、变革型领导和员工互动响
应对中国式顾客关系的双驱动模型

2017-B-2-144

"Mediate First": The Revival of Mediation in
Labour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2017-B-2-145

Supply Chain Structure in a Market with
Deceptive Counterfeits

2017-B-2-146

Price, capacity and concession period decisions
of Pareto-efficient BOT contracts with demand
uncertainty

2017-B-2-147

Blurred stars: Mutual fund ratings in the shadow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

2017-B-2-148

Modelling decision behaviours in pricing game
of closed-loop supply chains

2017-B-2-149

Maximizing system availability through joint
decision on component redundancy and spares
inventory

曾亚敏、袁清波、张俊生

韩小花、冯博、浦徐进

谢维、廖海涛、金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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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2-150

间段均衡理论与中国公共政策的演进逻辑
——兰州出租车政策（1982-2012）的变迁考
察

2017-B-2-151

An Investigation of Credit Borrower
Concentration

2017-B-2-152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饶品贵、岳衡、祝继高

暨南大学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5, Vol.54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
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

何轩、宋丽红、朱沆、李新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管理世界

2014 年第 2 期

2017-B-2-153

基于 CVaR 核估计量的风险管理

黄金波、李仲飞、姚海祥

广东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学报

2014 年第 3 期

2017-B-2-154

税率差异、关联交易与企业价值

黄蓉、易阳、宋顺林

广东工业大学

会计研究

2013 年第 8 期

2017-B-2-155

基于读者需求的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质量评
价模型研究——以广州图书馆为例

韦景竹、曹树金、陈忆金

中山大学

图书情报知识

2015 年第 6 期

2017-B-2-156

图书馆 RFID 应用互操作关键问题探讨

邓尧伟

广州大学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3 年第 5 期

2017-B-2-157

俄罗斯新亚洲战略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王树春、刘思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当代亚太

2015 年第 6 期

文宏

调研报告
证书编号

2017-C-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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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以互联网更好推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向晓梅、吴伟萍、夏辉、张拴
虎、廖胜华、徐玲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专报

2014 年 12 月

广东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

2014 年 12 月

张仁寿、张亮、黄小军、马键、
广州大学
杨林、吕寒、刘建民

广东省政府

2013 年 3 月

广东省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

徐焰、徐荥、蒲毕文、宋文利、
广东金融学院
廖钰珊、李华、谌俊斐

广东省政府、省
教育厅

2015 年 2 月

2017-C-2-162

深化医改的关键问题与对策

申曙光、马颖颖

中山大学

中国社会保障学
会

2015 年 8 月

2017-C-2-163

加快推进广东高端金融智库建设研究报告

杨公齐、陈亮

广东金融学院

广东省政府

2015 年 6 月

2017-C-2-164

关于广州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若干建议

姚华松、李江涛、杨宇斌

广州大学

广东省委省政府

2015 年 6 月

2015 年 5 月

2015 年 9 月

2017-C-2-159

广东加快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研究

李惠武、叶彤、李哲、郁宏辉

2017-C-2-160

广东省体育及相关产业专项调查数据分析报
告

2017-C-2-161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

2017-C-2-165

广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绩效评估报告

唐明琴、王金平、蔡赛男

广东金融学院

中共广东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

2017-C-2-166

在越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邓应文

暨南大学

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

2017-C-2-167

关于对青少年加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教
育的建议

黄铁苗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团中央、教育部、
2014 年 1 月
广东省政府

2017-C-2-168

促进广东自贸区发展的人才政策创新点研究

游霭琼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专报

2015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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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C-2-169

中山市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匡和平、杜春梅、龚田波、匡
婕、陈志刚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市社工委

2014 年 6 月

2017-C-2-170

因地制宜 谨慎稳妥推进村改居——江门市新
会区调研报告

阮思余、林济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省委省政府

2014 年 11-12 月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2 月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海洋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2 月

人文社科普及读物
证书编号
2017-D-2-171

成果名称
猿猴家书——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化成人

作者
张鹏

申报人所在单位
中山大学

三等奖
著作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2017-A-3-172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朱坚真、李嘉琛、谭诗蔚、杨
锐、张靳、黄凤、田丛、乔瑞
广东海洋大学
琪、姚仕喜、司俊霄、李倩玮、
金洁、宋逸伦、刘雨慧

2017-A-3-173

马克思民主观的文本研究

郭丽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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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2017-A-3-174

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毛泽东文艺思
想与实践新探

罗嗣亮

中山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5 年 8 月

2017-A-3-175

道德代价论

吴灿新、周峰、余泽娜、陈培
永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

2017-A-3-176

基于消费视角的居民资产财富效应测度与调
控政策研究

骆祚炎

广东财经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4 年 11 月

2017-A-3-177

弹簧上的行政——中国土地行政运作的制度
分析

谢志岿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2 月

2017-A-3-178

第三方电子支付法律问题研究

李莉莎

广东财经大学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 1 月

2017-A-3-179

中国法律体系化的探索：行政法与相关部门法
的交叉衔接研究

杨解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2017-A-3-18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宋俊华、王开桃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

2017-A-3-181

近代日本新佛教运动研究

梁明霞

华南师范大学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2017-A-3-182

清代广府乡村基层建置与基层权力组织——
以方志的记述为中心

王一娜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5 年 5 月

2017-A-3-183

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
（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

刘勇

中山大学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8 月

2017-A-3-184

《水经注》石刻文献丛考

张鹏飞

广东警官学院

2017-A-3-185

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

纪德君、梁冬丽

广州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5 年 11 月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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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A-3-186

19 世纪香港新界的客家方言

庄初升、黄婷婷

中山大学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2017-A-3-187

语用预设的认知语用研究

魏在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

2014 年 5 月

2017-A-3-188

基础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研究——以广
东省为例

胡海建、曲中林

肇庆学院

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

2015 年 11 月

2017-A-3-189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研究

卢晓中、陈伟、张旺

华南师范大学

2017-A-3-190

中国式设计管理初探

徐平华

广州美术学院

2017-A-3-191

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
同体研究

丁未

深圳大学

2017-A-3-192

社会政策与“社会中国”

岳经纶

中山大学

2017-A-3-193

社会责任投入决策与公司价值创造

龙文滨、宋献中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2017-A-3-194

一切权力归农会——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黄金魁

惠州学院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6 月

2017-A-3-195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the Chinese EFL
University Classroom: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彭剑娥

汕头大学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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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5 年 1 月
2014 年 8 月
2014 年 3 月
2014 年 12 月

论文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2017-B-3-196

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郑志国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 年第 9 期

2017-B-3-197

文化意象、艺术镜像与自我确认

陈开举、陈伟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哲学研究

2014 年第 7 期

2017-B-3-198

Effects of capacity constraints on mixed duopoly

聂普焱

广东财经大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Vol.112,
No.3

2017-B-3-199

网络位置、独立董事治理与公司并购——来自
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万良勇、胡璟

华南理工大学

南开管理评论

2014 年第 2 期

2017-B-3-200

Time-consistent investment and reinsurance
strategies for mean-variance insurers with jumps

曾燕、李仲飞、赖永增

中山大学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2013, Vol.52,
No.3

2017-B-3-201

Forecasting energy consumption using a new
GM-ARMA model based on HP filter: The case
of Guangdong Province of China

徐维军、谷任、刘幼珠、戴永
务

华南理工大学

Economic
Modelling

2015, Vol.45

2017-B-3-202

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

朱亚鹏、肖棣文

中山大学

社会学研究

2014 年第 3 期

2017-B-3-203

我国宪法之“公共财产”的前生今世——从李
忠夏的《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一场美丽的
误会》说起

涂四益

广东财经大学

清华法学

2015 年第 5 期

2017-B-3-204

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中的民事责任机制

古小东

中山大学

学术研究

201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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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3-205

流动妇女遭受婚姻暴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修水县的调查

周林刚、陈璇

深圳大学

中国人口科学

2015 年第 2 期

2017-B-3-206

名同实异：道教、民间信仰中的谭公考辨

王元林、汪欢

暨南大学

世界宗教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2017-B-3-207

近代法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谷物自由市场的建
构

周立红

中山大学

世界历史

2015 年第 5 期

2017-B-3-208

论鲁迅的“政治学”

张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文史哲

2015 年第 2 期

2017-B-3-209

“新歌行”与中国近现代诗歌

付祥喜

广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12 期

2017-B-3-210

句末助词“吧”的分布验证与语义提取

赵春利、孙丽

暨南大学

中国语文

2015 年第 2 期

2017-B-3-211

英语将来事态句的最简句法分析

王和玉、温宾利

广东工业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 年第 4 期

2017-B-3-212

体育媒介事件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

邓星华、梁立启、宋宗佩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刊

2015 年第 1 期

2017-B-3-213

中加儿童青少年对家庭纪律教育方式的道德
判断——基于跨文化研究的道德反思

杨韶刚、刘春琼、张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教育研究

2014 年第 6 期

2017-B-3-214

大学生问题发现过程的眼动研究

陈丽君、郑雪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心理学报

2014 年第 3 期

2017-B-3-215

心理账户的认知标签与情绪标签对消费决策
行为的影响

李爱梅、李斌、许华、李伏岭、
暨南大学
张耀辉、梁竹苑

心理学报

2014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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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B-3-216

2017-B-3-217
2017-B-3-218

Identifying and mapping connectivity patterns of
brain network hubs in Alzheimer’s disease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舞在中国 1500 年被误解
的历史命运解析
康熙十四律的乐器实践——以《诗经乐谱》为
例

代政嘉、严超赣、李坤成、王
志群、王金辉、曹淼、林起湘、 中山大学
舒妮、夏明睿、毕彦超、贺永

Cerebral Cortex

2015, Vol.25,
No.10

王毓红、冯少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夏研究

2015 年第 2 期

吴志武

星海音乐学院

音乐研究

2013 年第 4 期

2017-B-3-219

清末学堂学生的读报活动与观念变革

蒋建国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 年第 7 期

2017-B-3-220

The development of asymmetric trust in
cooperation between large firms and SMEs:
Insights from china

王红丽, Peter J. Peverelli, Bart
A.G. Bossink

华南理工大学

Group Decision
and Negotiation

2015, Vol.24

广东工业大学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2015, Vol.83

2015, Vol.11

2014 年第 11 期

2017-B-3-221

Joint planning of berth and yard allocation in
transshipment terminals using multi-cluster
stacking strategy

陶毅, Lee Chung-Yee

2017-B-3-222

Why do family-controlled firms donate to
charity? The role of intrafamily succession
intention, social status, and religiosity

李炜文、区玉辉、何爱、宋红
丽

中山大学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7-B-3-223

企业文化与并购绩效

王艳、阚铄

广东财经大学

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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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5, Vol.32

甘春梅、王伟军

中山大学

Scientometrics

2015, Vol.105

政府体育公共财政支出政策公平研究

卢志成

嘉应学院

体育科学

2014 年第 8 期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
素

王纯阳、屈海林

五邑大学

地理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2017-B-3-224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family ﬁrms: The
effect of multiple family members

程敏英、林秉旋、魏明海

2017-B-3-225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A bibliometric and co-word
analysis

2017-B-3-226
2017-B-3-227

调研报告
证书编号

成果名称

作者

申报人所在单位

2017-C-3-228

提高水平 加快发展 推进幸福广东建设
——2011 年建设幸福广东综合评价报告

杨建辉、阮传扬、杜小明、幸
晓维、朱遂文、邱俊、彭惜君、 华南理工大学
王园

广东省政府

2013 年 2 月

2017-C-3-229

广东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思路
研究总报告

汪一洋、李惠武、杨广丽、李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
蔚、吴唐生、张冬霞、吴冰、
究中心
张良亮

广东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

2014 年 5 月

2017-C-3-230

经济新常态下加强文化建设推进融合带动都
市发展研究

尹涛、柳立子、李明充、杨代
友、伍庆、郭贵民、秦瑞英、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王世英、周少君、安永景

广州市委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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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C-3-231

以海外并购推动广东“稳外贸、稳增长”的对策
研究

黎友焕、马少华、敖青、陈飞
延、郑茜、李缘增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专报

2015 年 2 月

2017-C-3-232

基于低碳战略的企业生态化技术创新研究

廖丽平、姚丽霞、刘绘珍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东省政府、省
科技厅

2015 年 5 月

韶关学院

韶关市人民政
府、韶关市人大
法工委、广东省
人大法工委

2015 年 11 月

出版、发表或采
用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
用时间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2 月

2017-C-3-233

《广东省丹霞山保护条例》立法调研报告

韩登池、刘佩韦、卢阳智

人文社科普及读物
证书编号
2017-D-3-234

成果名称
倚树听流泉：唐河冯氏家族文化评传

作者
赵金钟

申报人所在单位
岭南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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