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评审结果

（按奖励等次、成果形式排序）

一等奖（35项）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申报人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著作 王彦林

北宋词谱 著作 田玉琪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著作 田学斌

启蒙先驱心态录：《野草》解读与研究 著作 田建民

环境污染犯罪治理问题研究 著作 冯军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与前景的生命道德思考 著作 边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 著作 邢建昌

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研究 著作 邢铁

东亚地区自贸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对我国在区域中产业地位的影响研究 著作 成新轩

外国短期高等教育史 著作 朱文富



基于社会责任的绿色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著作 刘兵

政府购买生态服务的模式及创新机制研究 著作 牟永福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研究 著作 李惠茹

中国劳资关系近代转型研究：劳方、资方与政府关系视角 著作 杨在军

疑难字三考（上下册） 著作 杨宝忠

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直接税制度创新发展研究 著作 宋凤轩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策略研究——基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视角 著作 张骥

知识传播与学术转型：中华学艺社研究 著作 范铁权

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孟庆瑜

中国养老资源供需动态平衡——以快速老龄化为背景 著作 胡耀岭

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 著作 宫敬才

基于术语关系的贝叶斯网络检索模型扩展 著作 徐建民

雄安水利文献集成 著作 梁松涛

规律与镜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问题史 著作 翟海魂

数字化时代学生学习方式转型研究--基于电子书包的实践分析 著作 潘新民

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 著作 戴建兵



政策精准性与精准性政策——“精准时代”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走向 论文 王春城

京津冀文化协同治理体系的结构、特征及策略 论文 任亮

秦汉至三国吴的“訾税”变迁 论文 贾丽英

马克思循环经济伦理思想及其伦理价值 论文 柴艳萍

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模式及招投标改革取向研究 研究报告 王岳森

破解关键制约 夯实基础条件 加快推动首都“两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李会霞

河北省特色优势农产品发展情况 研究报告 宗义湘

基于 SWOT 分析的我省奶业振兴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赵慧峰

河北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梁平

二等奖（110项）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申报人

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 著作 王永芹

大数据视域下微博舆情研判与疏导机制研究 著作 王秋菊

现代大学后勤服务育人共同体研究 著作 王胜本

水资源约束下河北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王哲



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 著作 王晓龙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著作 王晓洁

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 著作 牛军

汉语词义在线理解的词汇语用学研究 著作 叶慧君

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著作 田海舰

京津冀产业生态共生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 著作 史宝娟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与艺术关系研究 著作 史爱兵

高阳纺织业发展百年历程与乡村社会变迁 著作 冯小红

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研究 著作 冯文丽

金元科技思想史研究（上、下） 著作 吕变庭

我国征地冲突形成动因、演化机理与对策研究 著作 刘广平

民国时期词律批评研究 著作 刘少坤

读懂生态文明范例--塞罕坝告诉我们什么? 著作 刘书越

逻辑、知识与认知逻辑 著作 刘邦凡

学术期刊生态圈发展研究（绿色篇、创新篇） 著作 刘守义

《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 著作 刘青松



宋代禅宗美学与禅画艺术研究 著作 刘桂荣

总经理继任对企业战略影响研究：动因、情境与结果 著作 刘鑫

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研究 著作 闫志利

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 著作 许振东

高新技术企业“六位一体”创新驱动要素体系与路径模式 著作 李子彪

康保二人台艺术研究 著作 李占秀

河北省生猪产业经济分析 著作 李彤

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下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战略选择 著作 李艳双

先秦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研究 著作 李笑岩

金融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与实证 著作 李媛媛

数据时代面向知识共享的企业文件与档案管理研究 著作 李颖

卜凯与20世纪中国农业变革 著作 杨学新

基于虚拟现实实验的村落空间形态特征研究 著作 连海涛

元曲曲牌研究 著作 时俊静

德育时机论 著作 何珊

河北影视剧发展史（1978-2018） 著作 何振虎



投入产出技术及大数据分析——经济社会系统复杂联系的破解 著作 宋辉

南宫后底阁 著作 张春长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计算机字库字形比较研究 著作 张素格

齐系文字研究 著作 张振谦

《玉台新咏校正》整理与研究 著作 张蕾

京津冀协同发展司法服务与保障研究 著作 陈焘

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报告（2010-2016） 著作 范明丽

冯舒、冯班诗学研究 著作 周小艳

低碳环保发展绿皮书——中国低碳、环保与发展的协同评估（2005-2017） 著作 郑林昌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与中国本科教学模式改革 著作 荣艳红

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 著作 宫立

李渔的生活美学思想 著作 贺志朴

竺可桢教育思想研究 著作 秦俊巧

红色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著作 袁秀

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著作 贾安强

性别失衡与青年择偶 著作 贾志科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偏好视阈下的民营中小企业用工管理研究 著作 贾冀南

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2010-2015） 著作 徐莉

旅游流网络结构与环境响应研究——来自京津冀地区的实证 著作 翁钢民

温和改善的诠释——基于“中华老字号”的界面张力观 著作 郭会斌

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 著作 郭瑞萍

明清国家小祀“三皇先医”仪式用乐研究 著作 常江涛

河北十番乐音乐研究 著作 崔晓娜

“城中村”的社会变迁—透过体育看中国城市化发展 著作 崔雪梅

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研究 著作 康书生

共赢：京津冀传媒战略联盟研究 著作 商建辉

茅盾丁玲小说研究 著作 阎浩岗

晚清教案危机与政府应对 著作 董丛林

现代汉语表主观量副词研究 著作 蒋静忠

河北省村镇银行实践与探索发展研究 著作 韩景旺

美国儒学史 著作 程志华

刑事制裁体系变革论 著作 敦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理论研究 著作 窦孟朔

罪犯的危险评估和危险控制 著作 翟中东

以乳品加工企业还是以奶农为核心？——中国奶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政策反思及改进思路 论文 马彦丽

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论述 论文 王小梅

如何发现权利 论文 王利军

易地扶贫搬迁困境及破解对策 论文 王春蕊

试析美国教师教育选择性资格项目 论文 白玫

论政治体制改革视阈下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文 白海琦

以科技创新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论文 边继云

跨区域技术转移效率前因组态研究 论文 吕荣杰

医疗卫生体系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处理难题及其破解 论文 刘志军

乡村振兴下职业教育与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耦合 论文 刘奉越

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情境化推荐 论文 刘海鸥

《老子》之“慈”释义 论文 许春华

本科翻译专业“校标”制定的原则与要求 论文 李正栓

当代儒学发展的机遇与困境 论文 李洪卫



论世界交往的空间效应——基于马克思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现代性批判视角 论文 李维意

辽朝皇帝尊号中频繁使用天字的政治内涵分析 论文 肖爱民

用技术创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论文 张春玲

怎样认识雄安新区 论文 武义青

遮蔽、越界与“后见之明”——论历史认知的若干误区 论文 武吉庆

从县域治理视角看康雍乾永定河水灾治理 论文 金久红

风险不确定性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治理逻辑 论文 高艳

社会化媒体用户信息披露意愿影响模型构建与实证——以微信用户为例 论文 郭海玲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研究--以激励机制为视角 论文 郭雪慧

京津冀城市群功能空间失衡状态测度及治理对策 论文 阎东彬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比较研究 论文 韩兆柱

进奏院别名考证 论文 魏海岩

关于雄安新区实行特殊化人才战略的若干建议 研究报告 王建强

太行山区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研究报告 王慧军

京津冀协同创新政策融合研究 研究报告 邓学来

关于加快我省冰雪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申富平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医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研究报告 田德荣

中国地区间财政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完善 研究报告 刘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加强我省高校安全工作的建议 研究报告 李晓华

弥合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张丽

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政策研究 研究报告 张明莉

国际和国内双重维度下大型体育赛事与国家认同研究（1910-2012） 研究报告 张建会

基于“两新”融合发展的农业产业扶贫体系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张亮

关于加快河北省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徐宁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振兴河北大豆产业的对策 研究报告 陶佩君

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 靳占忠

三等奖（145项）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申报人

汉语非常规偏正式复合词的结构义研究 著作 马英新

物权法律制度构造基础研究--以物权绝对性为核心 著作 王玉花

乡村文化传承与重构 著作 王伟



话语与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的两个关键词 著作 王志亮

先秦至清伯夷叔齐传说的意义考辨 著作 王芳

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地方财政合作研究 著作 王丽

无声的北方：清代夏峰北学研究 著作 王坚

红楼女儿梦 著作 王建华

河北农村医疗卫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研究（1949-1984） 著作 王胜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著作 王振杰

世界古代历史文化拾珍 著作 王琳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生成机制：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 著作 王喜旺

杜诗文献学史研究 著作 王新芳

京津冀能源强度的地区差异及协同降耗的路径分析 著作 王韶华

中国高僧传在日本的传承与影响 著作 田云明

诗经长物 著作 田国福

河北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1978～2018） 著作 田翠琴

教师教学评价：主体·标准·模式·方法 著作 史晓燕

话语者社会角色关系在指令类言语体裁中的语言表达方式 著作 付晓



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著作 白翠玲

面向舆情大数据的群体性事件预警研究 著作 兰月新

“文化自信”与中国民族音乐对外传播 著作 师晶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 著作 朱晨静

迈向法治理想国 著作 伊士国

纪晓岚全集 著作 刘金柱

生态福利法律制度研究 著作 刘茜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中国佛教造像 著作 刘洪彩

中国儿童福利研究（1949-1978） 著作 刘晓静

工艺美术形意设计案例研究 著作 刘维尚

当代森林博物馆理论及室外展示设计研究 著作 许景涛

狱内侦查规范化研究 著作 孙延庆

中国农民信息不对称问题对策研究——基于信息需求侧和供给侧 著作 孙贵珍

石家庄红色教育史话——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从这里走来 著作 苏志远

非均衡分税体制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与控制 著作 苏英

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及在大学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著作 李兴国



高校优秀辅导员成长规律与培养策略研究 著作 李明忠

河北土地资源利用 著作 李金鹿

河北省谷子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李顺国

《现代汉语词典》双音复合词释义研究 著作 李智

北宋中后期贬谪与文学 著作 吴增辉

发展和平：全球安全治理中的规范竞争与共生 著作 何银

开放新视野下的商事惯例 著作 宋阳

有意遗忘与高效率学习 著作 宋耀武

历史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研究 著作 张云飞

基于产业集群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 著作 张文超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及其效应研究 著作 张玉梅

信息系统、知识共享与商务关系 著作 张志颖

依托项目的外语学习—— 从理论到实践 著作 张明芳

城市发展与权力运作：唐代都城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张春兰

《荀子》文献中的名物化现象研究：认知语言学和形态学视角 著作 张俊

河北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张润清



我国老年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建设研究 著作 张萍萍

以跨文化开放创新为导向的雄安新区国际人才引进对策研究 著作 张楠楠

内容开放式平台中的知识传播研究 著作 陈则谦

河北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现状调查和政策研究 著作 陈安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研究——基于政府治理的视角 著作 陈俊龙

乐和其心，守望乡音：冀中音乐会（廊坊地区）的调查与研究 著作 陈新海

贫困地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著作 陈攀峰

城市养老居住空间与环境研究 著作 武勇

新型城镇化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 著作 尚海永

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核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著作 金剑

晋察冀边区党的文艺政策与实践研究 著作 郑立柱

安全农产品供给的动力机制与管控政策选择——基于不同流通模式的研究 著作 赵建欣

大学生美德化育研究 著作 赵俊红

近代中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嬗变研究 著作 赵颖霞

文化价值重建与“人的新农村”建设研究 著作 赵霞

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著作 段世江



百年中国儿童诗歌史略 著作 袁增欣

校园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研究 著作 贾立平

创新创业大赛：品牌平台机制 著作 顾时贵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研究 著作 高玉洁

哈罗德·布鲁姆“内在性诗学”研究 著作 高永

京津冀清代方言词与《红楼梦》的关系 著作 高光新

河北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研究 著作 高建锋

唐代类书引《国语》研究 著作 郭万青

直觉模糊多属性决策理论方法及应用研究 著作 郭子雪

河北电视剧类型与文本 著作 郭学军

音乐审美教育 著作 郭振琪

股东信息权法律研究 著作 梁彦红

陌生人社会伦理问题研究 著作 程立涛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多元信息分层递阶可视化融合研究 著作 靖鲲鹏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与集群升级 著作 赫连志巍

孙犁小说中的抗战与晋察冀妇女研究 论文 王宁



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立体化”修正 论文 牛忠志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论文 田雅娟

华北解放区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乡村土改研究（1948—1952） 论文 代雅洁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及其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意义 论文 冯燕芳

了解历史和文化是打破认知屏障的第一步 论文 刘永志

美国对华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变化及我们的应对 论文 刘建华

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的进展与愿景——基于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的分析 论文 闫树涛

西柏坡时期的经验对高校思政工作的启示 论文 安巧珍

妈祖与泰山娘娘共享“碧霞元君”称号再考辨——与周郢先生商榷 论文 孙晓天

近十五年应用逻辑研究的发展脉络、前沿选题及其启示——基于国外《应用逻辑杂志》的

内容分析
论文 孙雯

村干部选拔培养长效机制探析 论文 杨东广

我国养老院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对策 论文 肖辉

内生增能：农村社区空巢老年人养老功能的适应性调整及其支持对策 论文 张岭泉

企业开放科学行为研究：理论构建与实证测量 论文 张学文

从“泛学科化”到“再学科化”——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应然路向 论文 张栋科

“不同词类加工中“续译”对译者主体性的作用研究” 论文 张素敏



基于扎根理论与词典构建的微博突发事件情感分析与舆情引导策略 论文 张鹏

国史研究应注重资鉴当世 论文 郑清坡

从客体图录到主观认知——乡土民居测绘课程的教学指向与当代思考 论文 胡青宇

国家级新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 柳天恩

中国话语的历史呈现与当代构建 论文 娄丽景

合理的道德原则何以可能 论文 姚云

核心素养背景下普通中学生涯教育的几点思考 论文 索桂芳

汉德公式量化困境及其消解——以间主观性为视角 论文 徐昀

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法律责任：法理融贯与立法比较 论文 高志明

论计算思维的培养对学生发展的价值——基于人与信息技术关系的分析 论文 郭伟

圈层发展模式下雄安国际金融中心构建 论文 郭净

基于 Malmquist-TFP 模型的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经济效率评价 论文 席增雷

河北晋语鹿泉黄壁庄方言的儿化 论文 桑宇红

隋唐碑志疑难字考释 论文 梁春胜

传播符号学视域下藏戏的传承探究 论文 彭翠

兼综与开拓——从“浙派之祖”戴进看明代院体画的时代演进 论文 董双叶



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考述 论文 廖寅

左翼文学发生语境下的鲁迅批判吴稚晖问题 论文 熊权

安全学：基于总体安全观的学科门类战略探索 论文 颜烨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学问家 论文 薛晴

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代际支持对抑郁的影响 论文 冀云

国家创新能力建设视角下国家图书馆企业信息服务策略研究 论文 魏蕊

推动我省高校和产业深度合作的十条建议 研究报告 丁志华

创业导师服务河北省高职教育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王立军

关于推行分级诊疗改革策略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告 尹福在

河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付贺梅

构建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 研究报告 冯乃秋

中国共产党民主政府的治理实践与基本经验研究 研究报告 刘建民

强化六项措施推动改革创新——关于雄安新区建设“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特区“的建议 研究报告 刘振东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风险动态管理研究 研究报告 刘维庆

我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短板、着力点及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闫永路

河北省西部贫困山区（阜平县）科技引领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许皓月



我省支持企业创新投入政策落实中的堵点及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杜欣

“互联网+”背景下新型干部教育培训模式研究 研究报告 李文娟

商业模式视角下河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李伟红

新时代河北大学生对党的认识现状与对策分析 研究报告 李艳

公立医院改革中如何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研究报告 佟凌

京津冀协同推进我省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与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张波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和实践 研究报告 张素钊

河北省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模型及其实现研究 研究报告 陈爱祖

借鉴发达国家和浙江先进经验加快我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研究报告 欧钰娟

关于今年我省做好“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建议 研究报告 段小平

河北省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研究报告 研究报告 段洪波

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研究报告 甄鸣涛

新常态下河北省金融业服务创新创业路径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阚景阳

老游戏 大科学 电子音像成果 丁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