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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社科 (⒛⒛ )9号

关于公布⒛Ⅱ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立项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课题负责人 :

经专家评审,省社科联党组研究,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

小组审批,现将⒛2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兴交

叉学科和冷门
“
绝学

”
重点支持课题立项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 )。

2021年度规划课题共立项 328项 ,其中重点课题 27项 (6项课题

负责人为青年 ),一般课题 301项 (含青年课题 103项、经费自

筹课题 24项 );新兴交叉学科课题立项 5项重大课题;冷门
“
绝

学
”
课题立项 7项重点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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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立项时间统一为 2020年 6月 30日 。立项后课题 《申报

表》即成为有约束力的协议 (申 报表内容有与本通知不符的,以

本通知为准 )。 请各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按照《浙

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按计划高质量完成研究

任务。研究过程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牢固树

立创新意识、问题意识和精品意识,立足学术前沿,恪守学术诚

信,着力推出代表我省研究水准的研究成果。课题成果发表、结

题等有关要求详见立项通知书。

省 社 科 联 规 划 处 联 系 电 话 :0571-87050492、 87053195;

E-mai⒈ zjssklghbavip△ 63.c。 m;通 讯 地 址 :杭 州 市 拱 墅 区 环 城

北路 318号省行政中心 2号院 516室 ;浙江社科网网址:

http∶ //~。 zjskw。 gov。 cn。

附件:1.202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2。 202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新兴交叉学科

重点支持课题立项名单

3.202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冷门
“
绝学

”

重点支持课题立项名单

浙江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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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⒛Ⅱ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僻 位 褓
轼

灏
物

21NDJC001Z
英国职业技术教育及其社会治理

功 能研 究 (18bO△ 914)
毛 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专著、论

文

重点

(青年)

21blDJC002Z
国家与社会畛域内的基层社会治

理共同体建构研究
崔 浩 浙江大学 论文 重点

21NDJC003Z
经典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

———

教育管理学通论研究
杨天平 浙江师范大学 专著 重点

21NDJC004Z
重大疫情背景下居家视频游戏运

动模式探索及效果评估研究
赵晓光 宁波大学 论文 重点

21NDJC005Z
探究机器学习的评估体系在中国

(浙江)国家游泳队的应用实践
李蜀东 宁波大学 论文

重点

(青年)

21NDJC006Z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

双重影响效应研究
郑 冰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

重
`点

(青年)

21NDJC007Z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治理机

制及推进策略研究
文刂I冈刂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重

`点

21NDJC008Z
民国时期对外贸易政策文献资料

整理与研究
罗红希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系列论文 重

`点

21NDJC009Z

浙江省
“
专精特新

”
中小企业成

长困境、综合评价体系与提升路

径研究

马  良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重 点

211lIlⅣ 01OZ

社会规范视角下独立董事监督失

效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基于

浙江的实验调查

殷西乐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重点

21NDJC011Z
政策不确定性与资产价格波动 :

来自中国外汇市场的证据
王盼盼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重
`点

(青年)

21NDJC012Z
清代小说中欧洲形象的生成及演

变研究
唐 妍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研

究报告

重点

(青年)

21NDJC013Z
基于成分数据统计学模型的健康

老龄化精准路径研究
施红英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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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NDJC083YB
基于跨域感知及偏好均衡的用户

兴趣点推荐服务研究
许〗〗中寰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一般

21DlDJC084YB
引导消费者心理模拟的新产品营

销策略研宄
宋金柱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一般

21blDJC085YB
数字政府对治理效能的影响机理

与提升策略研究
陈小华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一般

21NDJC086YB
代理权限与权力分离中的第三人

信赖保护
陈爱碧 中国计量大学 论文 一般

21NDJC087YB
技术标准助推

“一带一路
”
沿线

国家互联互通的效果与模式研究
谭凌波 中国计量大学

论文、研

究报告
一般

21NDJC088YB
国外新冠疫情图书中的

“
中国书

写
”
与应对策略

柳伟平 中国计量大学 论文 一般

21NDJC089YB
基于风险治理反馈机制的食品安

全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
杨晓波 中国计量大学 专著 一般

21NDJC090YB
16-19世纪中国沿海英语文献史

料`总 目提要
姚艳波 浙江海洋大学 专著 一般

21NDJC091YB
长三角沿海区域渔业海洋垃圾治

理体系研究
陈莉莉 浙江海洋大学

专著、论

文、研究

报告

—
般

21NDJC092YB
生态视阈下大学生英语学习多维

赋能研究
章艳乐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一般 (

21blIlJC093YB
医学技术的伦理思想变迁及治理

机制研究
曾春燕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一般

21NDJC094YB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化

迁移与生计转型研究
俞林伟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一般

21NDJC095YB
长期照护失能老人的社会支持网

络研宄
尹志勤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

=般
。

21NIlJC096YB

基于价值链重构的浙江战略性新

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机理及

路径研究

赵 江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211lElJC097YB
微观尺度下都市区耕地功能转型

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李武艳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21blIlJC098YB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公众风险感

知、行为规律与引导策略研宄
徐文娟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21NDJC099YB

基于图片模糊语言的在线医疗服

务质量评价:以浙江省三甲医院

为例            ‘

彭娟娟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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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NDQN238YB

后疫情时期欧盟主导的国际投资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影

口向

杨 帆 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NDQN239YB
浙江省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的治

理机制及实现路径研究
何鑫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NDQN240YB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浙江省服

务业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基于

制度调节视角

韩沈超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 文
一般

(青年)

21NDQN241YB 科学传播的空间性 汪   阳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blDQN242YB
政府数据开放对公共服务绩效的

影响机制与提升路径研宄
金 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N1lQN243YB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媒体
“
创作与传播

”
机制研究

穆盼盼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NDQN244YB
破坏事件下浙江省创新型企业知

识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肖 瑶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lIlQN245YB
浙江省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带动

地方产业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李元祯 浙江工商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NDQN246YB 中国现代小说的回旋叙事研究 杨 艳 浙江工商大学 专著
一般

(青年)

21blDQN247YB
基于信启、级联和精英群体沉默的

网络意见偏差及引导机制研究
纪 浩 浙江农林大学

论文、研

究报告

一般

(青年)

21NDQN248YB
互联网语境下刑民法域冲突的类

型化研宄
陈罗兰 浙江农林大学 论文

一股

(青年)

21NDQN249YB
众创时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系统内生演进机制研究
赵国靖 温州医科大学

论文、其

他

一般

(青年)

21NDQN250YB
中间投入减排视角下浙江省农业

低碳发展策略研究
甄 伟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blDQN251YB

注册制背景下公司风险投资

(αCl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

究

张金丹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NDQN252YB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信任机制

研究: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的阶层

效应

周 浩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blIlQN253YB
城际多方式公共交通换乘行为决

策机理及引导策略研究
召阝尹⒈奶阝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般

(青年)

21blDQN254YB 基于艺术社会学的时尚理论研究 熊亦冉 浙江财经大学 论文
一股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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