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示

经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审议通
过， 607 项申报成果拟获上
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 其中学术贡献
奖 4 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奖 125 项、 学科学术奖
438 项、 决策咨询与社会服
务奖 40项， 特此公示。 拟获
奖成果名单同时在上海社科
评奖网 （网址 ： http://

pj.sssa.org.cn） 公示。

为维护获奖成果的公正
性，根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评奖条例》和《上
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 （2016-2017）评
奖实施办法》，有关单位和个
人如对拟获奖成果有异议 ，

从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2 周
内，可以书面形式向市哲社评
奖办公室提出， 并由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委员会处置。 市哲社评奖办
公室设在上海市社联， 联系
地址： 本市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市社联办公楼一楼疏影
厅，邮政编码：200020。联系电
话 ：53068154,53063517-

3419。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

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
奖拟获奖名单

学术贡献奖 (4 项)

1.王邦佐 复旦大学

主要学术贡献： 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

学科恢复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

设性阐释和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作出开拓性

贡献。

代表作：《政治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2.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

主要学术贡献：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恢复与

发展， 以及明清江南区域社会史研究等领

域作出开拓性贡献。

代表作： 《中国历史通论》 （增订本）

3.郑克鲁 上海师范大学

主要学术贡献： 在法国文学译介与外国文

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代表作：《郑克鲁文集》（著作卷、译作卷）

4.章振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主要学术贡献： 创建新编英语语法体系，

为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的改革创

新作出重要贡献。

代表作：《新编英语语法》（系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

一等奖 (35项)

（著作类 10项)

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金邦

秋 复旦大学

2. 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 陈学明

复旦大学

3. 再造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吴

新文 复旦大学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纲 刘

靖北等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5.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与中国特

色研究 马艳 上海财经大学

6. 大国崛起的新政治经济学 聂永有等

上海大学

7.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模式研究———

中国国家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探索 石良平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8. 寻找网络民意：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第

一辑) 郑雯等 复旦大学

9. 打铁还需自身硬：今天如何做一名共产

党员 曾峻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0. 虚无主义研究 邹诗鹏 复旦大学

（论文类25项)

1. 加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性研

究 章忠民 上海财经大学

2. 马克思晚年学术转向的思想史意义

谌中和 复旦大学

3. 国家治理、 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建构

陈志敏 复旦大学

4. 论党内法规的概念与属性———兼论党

内法规为什么不宜上升为国家法 刘长秋

上海社会科学院

5.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思想探析 张远新等 上海政法学院

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土地流转与

农地滞留 张锦华等 上海财经大学

7. 经济学研究中 “数学滥用” 现象及反

思 陆蓉等 上海财经大学

8. 城市、 区域和国家发展———空间政治

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 陆铭 上海交通

大学

9. 新目标、 新理念、 新路径开创 “三农”

工作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 “三农” 新发展述论 余佶 中

国浦东干部学院

10.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体系的构想 沈开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

11.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困境与发展新周期

及中国的新贡献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

12. 中国法治模式建构中的政治逻辑 程

竹汝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3. “中国方案” 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

类型 吴晓明 复旦大学

14. 重新激活 “群众路线 ” 的两个关键

问题： 为什么与如何 吴冠军 华东师范

大学

15. 协商民主、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易

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

16. 协商治理的中国逻辑 王岩等 上海

交通大学

17. 郡县国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

及其当代挑战 曹锦清等 华东理工大学

18. 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社会记忆修复与重

构———以云南鲁甸地震灾区社会工作增能

服务为例 文军等 华东师范大学

19. 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

黄晓春等 上海大学

20. 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

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杨雄 上海社会科

学院

21. 价值正义： 国家社会治理的原则、 原

理与路径———兼论 “核心价值观” 规范国

家社会治理的伦理路径 杨俊一 上海政

法学院

22.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

持： 观念与行为 胡安宁 复旦大学

23. 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在 “四个自信”

中的地位 陈锡喜等 上海交通大学

24. 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意蕴及实践路径

刘宗洪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5. 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 王贤卿 复旦大学

二等奖 (90项)

（著作类24项)

1. 新理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辑 严

法善等 复旦大学

2. 论责任 顾红亮 华东师范大学

3. 《资本论》 哲学的新解读 鲍金 上海

交通大学

4. 中国模式研究 潘世伟等 上海社会

科学院

5. 口述上海 ： 改革创新 （1978-2012）

谢黎萍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6. 历史的抉择———中国人为什么要接受

马克思主义 张允熠 上海师范大学

7. 比较社会主义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研

究 黄福寿 上海师范大学

8. 中国特色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研究 姚

玲珍等 上海财经大学

9. 中国粮食政策史： 1949-2008 赵德余

复旦大学

10. New Strategic Research on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中国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战略研究 ）

袁志刚等 复旦大学

11. 国家治理体制现代化： 税收法定、 预

算法修改与预算法定 李维森 复旦大学

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共富的

内在逻辑研究 邱卫东 华东理工大学

13. 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 实证研究与

政策分析 胡奕明等 上海交通大学

14. 绿色·创新·开放：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模式的转型 尚勇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

15.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努力建设世界

上最强大的政党 朱亮高等 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第三分校

16. 中国特色政治信任研究 郭根 上海

第二工业大学

17. 无声的民主 ： 企业民主与国家治理

林拓等 华东师范大学

18. 基础教育发展的中国之路 黄忠敬等

华东师范大学

19. 网络舆论引导法律规制研究 林凌等

华东政法大学

20. 教之以廉———基于国内外比较的教育

廉政文化研究 曹文泽 华东政法大学

21. 儒家的如何是好 朱承 上海大学

22. 战略资源政治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于

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3. 地方认同、 文化传承与区域生态文明

建设 孔翔 华东师范大学

24.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

（2016） 研究报告 曾刚等 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类66项)

1.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

文本考释———基于 《整风文献》 文本源流

研究 黄亚玲 华东师范大学

2. 城市社会： 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陈忠 上海财经大学

3. 论 “党的规矩 ” 和 “党的政治规矩 ”

的基本内涵和简明定义———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杨俊 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

4. 民生正义论———对现代社会正义逻辑

的反思 王强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5.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方向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6. 版本源流与底本甄别： 陈望道 《共产

党宣言》 文本考辨 陈红娟 华东师范

大学

7.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的外部质疑及

国际话语建设 约瑟夫·格里高利·马奥尼

等 华东师范大学

8. “四个伟大”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的方法论诠释 陈金钊 华东政法大学

10. 社会主要矛盾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联

童之伟 华东政法大学

11.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

国方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

征及其世界意义 刘靖北 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

12. 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及其当代

意义 陈新汉 上海大学

13. 世界历史、 中国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 曹泳鑫 上海社会科学院

14. 略论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方松华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15. 财富的质的规定性的三重抽离及其现

实启示———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建构 范宝舟等 上海财经大学

16. 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渊源与世界意义

冒佩华等 上海财经大学

17. 善待生产性劳动和优先实体经济 何

玉长 上海财经大学

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

意义 丁晓钦 上海财经大学

19.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

要实现形式 黄文忠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0. 中国园区经济的国际认知与新使命

李鲁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1. 创新型城市的基础科研发展评估： 基

于深圳的实证分析 唐莉等 复旦大学

22. 资源误配、 经济增长绩效与企业市场

进入： 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二元视角 陈

诗一 复旦大学

23. 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问题

探究 崔开昌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4. 中国人口的非均衡分布与 “胡焕庸

线” 的稳定性 吴瑞君等 华东师范大学

25. 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治安： 模型与

实证 史清华等 上海交通大学

26. 我国 “一带一路” FTA战略的路径选

择研究 赵金龙等 上海大学

27.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规律研究 邓

智团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28. “房子是用来住的 ， 不是用来炒的 ”

解析———对习近平房地产核心思想的理解

张泓铭 上海社会科学院

29. 论 “中国话语” 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

徐世甫等 上海政法学院

30. 市场化、 政治身份及其收入效应———

来自中国农户的证据 程名望等 同济大学

31. 从 “普世价值” 到 “共同价值”： 国

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

球化 鲁品越等 上海财经大学

32. 从 “党要管党 ” 、 “从严治党 ” 到

“全面从严治党 ” ———构筑面向新时代的

“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体系的思考 秦德

君等 东华大学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容质疑

胡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34. 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 ： 基于调查实

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李辉等 复

旦大学

35. 欧盟当前的困境及其体制根源和发展

前景 丁纯等 复旦大学

36.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制度原因 张

维为 复旦大学

37. “三重博弈”： 中美关系视角下的 “一

带一路” 战略 信强 复旦大学

38. 从 “工具主义法律观” 到 “治理主义

法律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观

念革命 刘建军 复旦大学

39. “互联网＋” 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

响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

40. 中国在南海地区构建远洋群岛法律制

度析论 王勇 华东政法大学

41. 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方案之辨正： 属

性、 职能与职责定位 魏昌东 上海社会

科学院

42. 克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的认知

障碍———美国霸权心态与对抗思维的特征

研究 刘鸣 上海社会科学院

43. 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任务和制度改革

任远 复旦大学

44. 落实2030议程除贫目标 ： 中国方案

及其潜在影响 叶江 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

45. 当代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与民生建设

闫莉等 华东政法大学

46. 中国社会治理的转型及其三大逻辑

张虎祥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47. 微信新闻 ： 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

谢静 复旦大学

48. 新媒体社会责任表现的实证研究———

以腾讯网为个案的量化评估 周葆华等

复旦大学

49.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

子学院建设： 问题、 因由与对策 张虹倩

等 华东师范大学

50. “传统” 之合法性的构成———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分析 王立阳

华东师范大学

51.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中

国文化整合 徐家林 华东政法大学

52. 乡愁的时空意象及其对城镇人文复兴

的启示 陆邵明 上海交通大学

53. “中国梦”的文化“根”与民族“魂”———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 学习体会 杨庆存 上海交通

大学

54. 20世纪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三种

范式 曾军 上海大学

55. 论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陈泽环等 上海师范大学

56. “综合创新” 文化观的源流及其方法

论启示 马振江 上海师范大学

57. “有机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局限与实

践困境 卜祥记等 上海财经大学

58. 从妥协到融合： 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

批判与发展 李传轩 复旦大学

59. Three steps to a green shipping

industry （绿色航运三步路线图） 万征等

上海海事大学

60. 可持续性科学： 基于对象-过程-主体

的分析模型 诸大建 同济大学

6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文化认同

机制探究 张宗峰等 上海电力学院

62. 高校课程体系合力育人的理论逻辑

高国希等 复旦大学

63. 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内涵建设的教育学

视角 许瑞芳 华东师范大学

64. 治国理政的价值基础———学习习近平

关于治国理政的相关论述 叶方兴等 华

东师范大学

65. “形势与政策 ” 课教学的 “事是势 ”

话语探析 陶倩等 上海大学

66.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 从战略高度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高德毅

等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

学科学术奖

一等奖 (117 项)

（著作类 41 项)

1. 法官的道德理性论 王申 华东政法

大学

2. 现代权利理论研究 彭诚信 上海交

通大学

3.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新

发展 蒋传光 上海师范大学

4. 中日战争历史遗留问题的国际法研究

管建强 华东政法大学

5. 中国对外贸易的隐含碳测度 杨来科

等 华东师范大学

6. 网络空间治理与多利益攸关方理论

鲁传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7. 集装箱港口运作管理优化问题研究

镇璐 上海大学

8. 企业绿色管理及其效应———基于环境

信息披露视角 曾赛星等 上海交通大学

9. 谣言传播规律与突发事件应对策略研

究 赵来军等 上海交通大学

10. 经济学范式的演变 马涛 复旦大学

11. 中国经济发展史 （1840-1949） 丛

树海等 上海财经大学

12. 化学教科书学习难度评估及国际比较

研究 王祖浩等 华东师范大学

13. 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

进士群体研究 李林 华东师范大学

14. 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理论

与方法 徐国庆等 华东师范大学

15. 中国财政制度史 黄天华 上海财经

大学

16. 分税制、 地方财政自主权和经济发展

绩效研究 高琳 上海财经大学

17. 鲜活的资本论———从 《资本论 》 到

中国道路 （第二版 ） 鲁品越 上海财

经大学

18. 马克思恩格斯现代性思想体系及其影

响研究 杜艳华等 复旦大学

19. 城市白领新移民研究 张文宏等 上

海大学

20. 新时期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研究 李友

梅等 上海大学

21. 上海地区馆藏未刊中医钞本提要 段

逸山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

22. 从长安到雅典———丝绸之路古代体育

文化 孙麒麟等 上海交通大学

23.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陈建

华等 华东师范大学

24. 比较神话学在中国 叶舒宪等 上海

交通大学

25.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研究： 信息获取与

传播的角度 陶建杰 上海大学

26. 作曲与分析 贾达群 上海音乐学院

27. 中国傩戏剧本集成 （1-20 卷 ） 朱

恒夫等 上海师范大学

28. 江淮方言泰如片与吴语的语法比较研

究 汪如东 上海财经大学

29. 简帛古书通假字大系 白于蓝 华东

师范大学

30. 金泽 ： 江南民间祭祀探源 李天纲

复旦大学

31. 高邮二王著作集 虞万里等 上海交

通大学

32. 中国近代经济地理 吴松弟等 复旦

大学

33. 江南环境史研究 王建革 复旦大学

34.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 孙逊等 上海师

范大学

35.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周振鹤等 复旦

大学

36. 权力的文化逻辑： 布迪厄的社会学诗

学 朱国华 华东师范大学

37. 从启蒙到唯物史观 邹诗鹏 复旦

大学

38. 近思录专辑 严佐之等 华东师范大学

39. 春秋公羊学史 曾奕等 同济大学

40. 重大决策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

究 朱德米 同济大学

41.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与发展 左才

复旦大学

（论文类 76 项)

1. 当代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变迁———从

“政党自治” 到 “法律择要规范 ” 刘红

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 以古代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中华法系

之律家考 何勤华 华东政法大学

3. 行政法治视阈下的民生立法 张淑芳

上海财经大学

4. 甲午战争后中国区域法制的变化 王

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

5. 论民事司法成本的分担 王福华 上

海财经大学

6. 论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构成 朱芒 上

海交通大学

7. 行政组织法功能的行为法机制 叶必

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8. 海洋法权论 杨华 上海政法学院

9. 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

门洪华 同济大学

10. 论亚太大变局 吴心伯 复旦大学

11. 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

的文化和制度阐释 苏长和 复旦大学

12. 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模式比较及对 “一带一路” 的启示 黄琪

轩等 上海交通大学

13. 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股价崩盘

风险的恶化 方军雄等 复旦大学

14. 产业政策、 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

研究 王克敏等 复旦大学

15. 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蓄水池” 或 “替

代”？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胡

奕明等 上海交通大学

16. Boomerang Effects of Low Price

Discounts： How Low Price Discounts

Affect Purchase Propensity （低价商品小额

折扣的回旋镖效应： 低价商品的小额折扣

如何影响购买倾向） 才凤艳等 上海交

通大学

17. 服务还是监控： 风险投资机构对创业

企业的管理———行业专长与不确定性的视

角 董静等 上海财经大学

18. New Investors and Bubbles:An

Analysis of the Baosteel Call Warrant

Bubble (新投资者和泡沫： 对宝钢认购权

证泡沫的分析) 龚冰琳等 华东师范大学

19. 城镇住房、 农地依赖与农户承包权退

出 王常伟等 上海财经大学

20. 农业劳动力流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

献 伍山林 上海财经大学

21. 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

风险 ： 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 王永钦等

复旦大学

22. What Are Asset Demand Tests of

Expected Utility Really Testing? (期望效用

函数的资产需求检测实际在检测什么?)

韦潇等 复旦大学

23. 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

代西南地区 “改土归流” 历史经验的考察

李楠等 上海财经大学

24.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

能源要素的新视角 陈诗一等 复旦大学

25. 当代教育研究的视频与图像转向———

兼论视频图像时代的教育理论生产 李政

涛 华东师范大学

26. 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

径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

27. 自信·自省·自觉———PISA2012 数学

测试与上海数学教育特点 张民选等 上

海师范大学

28. 学术生命周期与年龄作为政策的工具

阎光才 华东师范大学

29. Justifying decisions———Making choices

for others enhances preferences for

impoverished options （为他人做决策与对

中庸选项的偏好） 陆静怡等 华东师范

大学

30. Does Information-Processing Cost Affect

Firm -Specific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XBRL Adoption(信息处理成

本会影响公司特质信息的获取吗 ？ 来自

XBRL 的证据) 董毅等 上海财经大学

31. 财产流动性与分布不均等 ： 源于技

术进步方向的解释 董直庆等 华东师范

大学

32. 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

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邵帅等

上海财经大学

33. Bilateral Market Structures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Markets（国际电话市场的双边结

构与管制政策） 居恒等 上海财经大学

34.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程名

望等 同济大学

35.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 税负分布及再

分配效应 张平等 复旦大学

36. 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问题 钟宁桦

等 同济大学

37. 论新时期中国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三种路向 陈学明等 复旦大学

38. 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正名”———

基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视角 李国娟等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39. 论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的契合关系

问题 黄力之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40.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 一种新制度

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刘欣等 复旦大学

41. 家国之间：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家

邦关系论述及其启示 肖瑛 上海大学

42. 全球城市的流动性与社会治理 何雪

松等 华东理工大学

43. World Polity Matters: Another Look

at the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across the

World,1816 to 2001 (世界政体理论与民族

国家兴起： 基于面板数据分析 ) 李雪等

复旦大学

44.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

个总体性理论视角 黄晓春 上海大学

45. 流失 “村民” 的村落： 传统村落的转

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 15 个典型村

落的经验研究 文军等 华东师范大学

46. 全球化时代的中心城市转型及其路径

陈恒等 上海师范大学

47. Global pattern of science funding in

economics （经济学中科学基金资助的全球

格局研究） 赵星等 华东师范大学

48. 从大众传媒到社交媒体： 美国借助现

代传媒开展健康促进的发展动向与启示

李有强 上海体育学院

49. Memories and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Red Sorghum and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记忆及其文学表征 ： 《红高

粱》 与 《“凯丽帮” 真史》 的比较研究）

彭青龙 上海交通大学

50. 文化原创期与中西之源发性差异的形

成 ———“视域歧分” 视角下的中西文化比

较 刘耘华 上海师范大学

51. 报纸革命 ： 1903 年的 《苏报 》 ———

媒介化政治的视角 黄旦 复旦大学

52. “新媒体事件” 传统媒体报道的多元

性： 基于中国大陆 12 份报纸内容的比较

研究 周葆华等 复旦大学

53. 城市音乐研究的语境、 内容与视角及

“中国经验” 的方法论思考 洛秦 上海

音乐学院

54. 泛娱乐时代的影游产业互动融合 聂

伟等 上海大学

55. 中国城市文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黄昌勇等 上海戏剧学院

56. The complex， dynamic development

of L2 lexical use: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Chinese learners of English （中国英语学

习者词汇使用的复杂动态发展历时研究）

郑咏滟 复旦大学

57. 吴语人称代词的范式 、 层次及音变

陈忠敏 复旦大学

58. 说侯马盟书 “变改 助旦 及奂俾不守二

宫” 裘锡圭 复旦大学

59. 《尚书·无逸 》 篇今古文异同与错简

虞万里 上海交通大学

60. 从佃户到田面主： 宋代土地产权形态

的演变 戴建国 上海师范大学

61. 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 、 梁启超的

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 茅海建 华东师

范大学

62. 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

陶飞亚等 上海大学

63. 沁县族谱中的 “门 ” 与 “门 ” 型系

谱———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

型 钱杭 上海师范大学

64. “文学终结论” 的中国之旅 朱立元

复旦大学

65. 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的阐释及其相关

问题 曾军 上海大学

66. 有关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

问题 陈思和 复旦大学

67. 论阐释的客观性 吴晓明 复旦大学

68. 大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及其哲学内涵

王天恩 上海大学

69. 基于 “事” 的世界 杨国荣 华东师

范大学

70. 论儒学之 “道” 的哲学品格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71. 金融化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张雄 上海财经大学

72. 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义务论伦理

陈嘉明 上海交通大学

73. 中国政治学的知识交锋及其出路 陈

周旺 复旦大学

74.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

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 郭树勇 上海外国

语大学

75. 国际系统的影响： 六大渠道 唐世平

复旦大学

76.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

题意识 陈明明 复旦大学

二等奖 (321 项)

（著作类 113 项)

1. “三次跨越” 与 “三个选择” ———陈独

秀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 徐光寿 上海

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 环龙群英会：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研究

徐建刚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3. 国外执政党治党理政比较研究 周敬

青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4. 法、 自由与强制力： 康德法哲学导论

吴彦 华东师范大学

5. 法律隐喻学 刘风景 华东政法大学

6. 司法哲学与法律方法论丛 孔祥俊

上海交通大学

7. “法与风险社会” 研究丛书 季卫东等

上海交通大学

8. 中国侦查史论纲 倪铁 华东政法大学

9.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研究： 历史、 价值

与制度安排 刘显娅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

学院

10. 民法总则要义： 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

李宇 上海财经大学

11. 刑事政策合法性的历史 孙万怀 华

东政法大学

12. 宪法人权条款的司法适用技术规范研

究 朱应平 华东政法大学

13. 民法概念史·债权 顾祝轩 上海交

通大学

14. 中国对外援助： 理论与实践 任晓等

复旦大学

15. 南极： 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 陈玉刚

等 复旦大学

16. 要素收益与贸易强国道路 张幼文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

17. 礼和天下 ： 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

陈康令 复旦大学

18. 美国·亚太地区国家海洋战略研究丛

书 胡华等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19. 全球供应链管理与国际贸易安全 陈

苏明 上海海关学院

20. Five Basic Institution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五种基本制度结构

与制度经济学） 孙绍荣 上海理工大学

21. 长期品牌管理 何佳讯 华东师范大学

22.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绿皮书 ： 中国

35 个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 . 2014-

2015 诸大建等 同济大学

23. 关联社会保障制度待遇标准及梯度研

究 杨翠迎等 上海财经大学

24. 模糊性治理 ：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中

的政府行为模式 孙志建 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

25.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设计及实现

路径研究 李含伟等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26. 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与网络舆情作用

机制研究 齐佳音等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27. 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孟

捷 复旦大学

28. 登顶比赛：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

张军等 复旦大学

29. 收入分配经济学 权衡等 上海社会

科学院

30. 1917-191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

国的传播启蒙 谈敏 上海财经大学

31.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 （上 、 下册 ）

叶世昌等 复旦大学

32. 教育的道德基础 ： 教育伦理学引论

程亮 华东师范大学

33. 论现代教育中的实质非理性现象 方

建锋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34. 学校课程实施过程质量评估 崔允漷

华东师范大学

35. 听说： 探索课堂互动的研究谱系 肖

思汉 华东师范大学

36. 中国私塾史 蒋纯焦 华东师范大学

37. 认知发展视野下的生命教育 李丹

上海师范大学

38. 音乐心理学 蒋存梅 上海师范大学

39. 驱动结构与城市发展： 理论逻辑和中

国实证 邓智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

40. 开发区工业用地更新的利益还原机制

研究 胡映洁 上海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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