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立项一览表 

序号 课题批准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类型 学  科 负责人 工作单位 

1 2019EKS001 
螺旋上升过程中的大中小学德

育实践活动纵向衔接研究 
青年课题 马列·科社 张凤池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 2019EJL00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全球创新网

络的稳定性与创新绩效研究：

对上海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的启

示 

青年课题 经济学 叶琴 
环境与地理

科学学院 

3 2019EJL004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

行为对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机

制研究 

青年课题 经济学 张娟 
哲学与法政

学院 

4 2019EZZ003 
事权划分改革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青年课题 政治学 吕同舟 

哲学与法政

学院 

5 2019ESH008 
新时代上海城乡独生子女/二

孩家庭幼儿社会退缩行为研究 
青年课题 社会学 朱晶晶 教育学院 

6 2019EFX001 

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心背景下

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治理法律问

题研究 

青年课题 法学 刘岳川 
哲学与法政

学院 

7 2019ELS013 宋代江南地区先贤祠研究 青年课题 
历史学·考

古学 
韩冠群 

人文与传播

学院 

8 2019EWY005 
在沪外国电影人及其所摄上海

影像研究（1897-1949） 
青年课题 文学·艺术 张隽隽 

谢晋影视艺

术学院 

9 2019EWY011 韩国藏唐诗书目汇录 青年课题 文学·艺术 郁婷婷 
人文与传播

学院 

10 2019EWY012 
晚清至民国江南丝竹工尺乐谱

整理与研究 
青年课题 文学·艺术 李亚 音乐学院 

11 2019EWY013 
当代日华文学认同与重构“中

国故事”叙事研究 
青年课题 文学·艺术 陈晨 外国语学院 

12 2019EYY007 
汉日经历体标记系统对比类型

学研究 
青年课题 语言学 曹倩 外国语学院 

13 2019EGL003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开发的资源

环境演化规律与跨区域协同治

理路径研究 

青年课题 管理学 张艳楠 旅游学院 

14 2019BZX007 法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般课题 
哲学·宗教

学 
石文龙 

哲学与法政

学院 

15 2019BJB015 
上海廉租住房保障退出激励机

制研究——基于就业促进视角 
一般课题 经济学 蒋荷新 商学院 

16 2019BSH007 
社会资本视角的旅游发展型社

区治理研究 
一般课题 社会学 周利方 旅游学院 



17 2019BSH016 
新时代背景下城乡儿童创造性

发展研究 
一般课题 社会学 李丹 教育学院 

18 2019BFX011 上海数据治理模式的法理探索 一般课题 法学 刘振宇 
哲学与法政

学院 

19 2019BGJ007 
“海上丝路”视域下中国对东

南亚话语叙事构建策略研究 
一般课题 

国际问题研

究 
赵银亮 

哲学与法政

学院 

20 2019BLS003 
古代晚期罗马城社会救济制度

研究 
一般课题 

历史学·考

古学 
康凯 

人文与传播

学院 

21 2019BLS005 
全面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内迁研

究 
一般课题 

历史学·考

古学 
陈礼茂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2 2019BWY010 
新中国 70年上海电影文化研

究 
一般课题 文学·艺术 余佳丽 

人文与传播

学院 

23 2019BWY013 
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上海因素研

究 
一般课题 文学·艺术 王小平 

对外汉语学

院 

24 2019BWY021 楚辞图像研究 一般课题 文学·艺术 李鹏 美术学院 

25 2019BYY012 
学龄初期儿童书面表达能力发

展追踪研究 
一般课题 语言学 丁炜 教育学院 

26 2019BYY013 
基于语料库的楚简帛文字构形

系统变异性量化研究 
一般课题 语言学 沈之杰 

对外汉语学

院 

27 2019BYY015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

择性研究 
一般课题 语言学 胡建锋 

对外汉语学

院 

28 2019BYY016 
上海旅游宣传话语对城市形象

的建构及传播研究 
一般课题 语言学 赵德芳 旅游学院 

29 2019BYY020 汉藏语平比句类型学研究 一般课题 语言学 邓凤民 教育学院 

30 2019BYY021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习得者会话修正研究 
一般课题 语言学 刘春光 

对外汉语学

院 

31 2019BGL025 
CEO 变更对高管团队创造力和

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一般课题 管理学 荣鹏飞 

哲学与法政

学院 

32 2019BGL026 
组织期望与企业跨国战略—基

于上海民营企业的分析 
一般课题 管理学 葛菲 旅游学院 

33 2019BGL027 

重大事件形象效应及其形成机

制：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

例 

一般课题 管理学 张宏梅 旅游学院 

34 2019BCK009 
知识复杂性、多样性与长三角

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 
一般课题 

城市科学研

究 
李仙德 

环境与地理

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