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１

山东省第三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获 奖 名 单

(各奖项内排名不分先后)

特等奖并一等奖

(４项)

经济学

１中国劳动经济史 (１９４９－２０１２)

作者:宋士云 (聊城大学)

宋　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程连升 (中共中央党校)

于东阳 (聊城大学)

吴连霞 (聊城大学)

孙金峰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３月

哲学社会学

２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与现代化发展研究

作者:商志晓 (山东师范大学)

—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３月

文学语言学

３尚书注疏汇校

作者:杜泽逊 (山东大学)

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４月

历史学

４元代地方行政运作研究———以黑水城文献为中心

作者:杜立晖 (山东师范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３月

一等奖

(４４项)

经济学

１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理论

总结

作者:黄少安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２平台竞争一定能提高信息匹配效率吗? ———基于中国搜

索引擎市场的分析

作者:曲　创 (山东大学)

刘重阳 (浙江理工大学)

—５—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３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研究

作者:张　伟 (山东大学)

于良春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４经济增长与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检

验与政策启示

作者:张红凤 (山东财经大学)

姜　琪 (山东财经大学)

吕　杰 (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５价格竞争、战略性贸易政策调整与企业出口模式选择

作者:谢申祥 (山东财经大学)

刘培德 (山东财经大学)

王孝松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６对外贸易差异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作者:张红霞 (山东理工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７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产业升级:经验和理论

作者:杜曙光 (曲阜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６月

—６—



管理学

８知识经济背景下平台型企业构建过程中的迭代创新模式

———基于动态能力视角的双案例研究

作者:朱晓红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陈寒松 (山东财经大学)

张　腾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９Multiple－AttributeGroupDecision－MakingBasedonq

－Rung OrthopairFuzzyPuzzy Power MaclaurinSymmetric

MeanOperators

作者:刘培德 (山东财经大学)

ShyiMingChen (台湾科技大学)

王　鹏 (山东财经大学)

IEEE TransactionsonSystems,Man,and Cybernetics:

Systems,２０２０年第５０卷

１０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经营方式研究———

基于国家距离视角的考察

作者:方　慧 (山东财经大学)

赵　甜 (山东财经大学)

管理世界,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１１过度负债企业 “去杠杆”绩效研究

作者:綦好东 (山东财经大学)

—７—



刘　浩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朱　炜 (山东财经大学)

会计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１２Journeytoburninghalfofglobalcoal:Trajectoryand

driversofChina’scoaluse

作者:王　强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李荣荣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２０１６年第５８

卷

１３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２０１８

作者:尹世久等 (曲阜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政治学

１４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践生成论及其意义

作者:宋惠芳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１５人工智能阴影下:政府大数据治理中的伦理困境

作者:柳亦博 (山东师范大学)

行政论坛,２０１８第３期

１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镇政府责任研究

作者:曲延春 (山东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９月

—８—



法学

１７刑事证据分布理论及其运用

作者:冯俊伟 (山东大学)

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１８行政保留研究

作者:门中敬 (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７月

哲学社会学

１９现代诠释学类型阐论

作者:傅永军 (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２０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 ———义务教育阶段家

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

作者:李忠路 (山东大学)

邱泽奇 (北京大学)

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２１城市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作者:高功敬 (济南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９月

文学语言学

２２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 «九歌»的形成

作者:江林昌 (山东师范大学)

—９—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２３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辨析

作者:杨守森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２４中国 “现代小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者:周海波 (青岛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２５孙星衍研究

作者:焦桂美 (山东理工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６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

作者:刘怀荣 (中国海洋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６月

文化学

２７时代语境媒介场域———中国新主流电影文化实践的双

维审视

作者:陆晓芳 («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２８清初诗学思想与程朱理学

作者:代　亮 (山东大学)

文学遗产,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２９山东地方戏曲小剧种研究

—０１—



作者:周爱华 (山东艺术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月

３０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

作者:王邵军 (山东财经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教育学

３１再论创客及创客教育

作者:张茂聪 (山东师范大学)

秦　楠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３２七人制橄榄球运动员的形态学、生理学和比赛跑动能力

特征研究进展

作者:韩　炜 (山东体育学院)

赵　亮 (山东体育学院)

郑念军 (山东省体育科学研究中心)

体育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３３团队多样性与组织支持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

作者:张景焕 (山东师范大学)

刘　欣 (山东省士博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任菲菲 (山东师范大学)

孙祥薇 (山西财经大学)

于　颀 (山东师范大学)

—１１—



心理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２期

３４从依附走向自主———学术资本运营视角的创业型大学兴

起之路

作者:胡钦晓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３５现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研究:上卷、下卷

作者:戚万学 (曲阜师范大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７月

历史学

３６聚落考古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

作者:孙　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３７文明起源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村落形态

作者:马　新 (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３８ «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

作者:刘光胜 (中国孔子研究院)历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

期

３９音调难定的本土化———近年来若干相关问题述评

作者:郭震旦 (山东大学)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４０ «管子»学史

—２１—



作者:耿振东 (山东理工大学)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６月

４１敦煌游艺文化研究

作者:丛　振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月

智库研究成果、应用与普及

４２我国区域创新发展能力差异研究———基于政府与市场的

视角

作者:徐鹏杰 (聊城大学)

黄少安 (山东大学)

财经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４３规范基层干部责任是一项紧迫任务———关于全省乡镇

(街道)及村干部承担责任情况的调查

作者:郝宪印 (山东社会科学院)

张军咏 (山东省委政研室)

郭延民 (山东省委政研室)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７年５月

４４惠农富农强农之策:改革开放以来涉农中央一号文件政

策梳理与理论分析

作者:王兴国 (山东社会科学院)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９月

—３１—



二等奖

(１００项)

经济学

１财政分权、融资约束与税收政策周期性

作者:石绍宾 (山东大学)

尹振东 (中央财经大学)

汤玉刚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２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透析———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不高的症结何在?

作者:王竹泉 (中国海洋大学)

王苑琢 (中国海洋大学)

王舒慧 (山东大学)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３通向繁荣之路:中国高速公路建设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

作者:步晓宁 (山东财经大学)

张天华 (华南师范大学)

张少华 (广州大学)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４排污征费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

证据

—４１—



作者:徐保昌 (青岛大学)

谢建国 (南京大学)

世界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５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是结构红利还是成本病

作者:李　翔 (曲阜师范大学)

刘　刚 (曲阜师范大学)

王　蒙 (曲阜师范大学)

统计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６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作者:陈景华 (山东财经大学)

陈　姚 (山东财经大学)

陈敏敏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 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

７政府干预、政府竞争与县域金融发展———基于山东省９０

个县的经验证据

作者:冯　林 (山东财经大学)

刘华军 (山东财经大学)

王家传 (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８Total－factorcarbonemissionperformanceoftheChinese

transportationindustry:Abootstrappednon－radialMalmqusit

indexanalysis
—５１—



作者:张　宁 (山东大学)

周　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宫之君 (江西财经大学)

RenewableandSustainableEnergyReviews,２０１５年第４５

卷

９我国国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构建:基于国外经验借鉴的研

究

作者:王乐锦 (山东财经大学)

苏琪琪 (山东财经大学)

綦好东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１０中国出口扩张的健康成本———来自成年人发病率的证据

作者:刘铠豪 (山东大学)

佟家栋 (南开大学)

刘润娟 (阿尔伯塔大学)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１１中国农业用水效率的分布格局与空间交互影响:１９９８~

２０１３年

作者:杨　骞 (山东财经大学)

武荣伟 (重庆工商大学)

王弘儒 (山东财经大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６１—



１２管理者风格与企业投融资决策研究

作者:葛永波 (山东财经大学)

陈　磊 (潍坊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３产业组织与企业成长: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考察

作者:杨蕙馨等 (山东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４月

管理学

１４Gree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Practices:Scale

DevelopmentandValidity

作者:唐贵瑶 (山东大学)

陈　扬 (西南财经大学)

江　源 (上海交通大学)

PaillePascal(加拿大拉瓦尔大学)

贾　进 (西南财经大学)

AsiaPacificJournalofHumanResources,２０１８年第５６卷

１５人工智能时代企业管理变革的逻辑与分析框架

作者:徐　鹏 (山东财经大学)

徐向艺 (山东大学)

管理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１６续贷限制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研究

作者:刘海明 (山东财经大学)

—７１—



曹廷求 (山东大学)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１７TheDynamicDependenceofFossilEnergy,Investor

SentimentandRenewableEnergyStockMarkets

作者:宋英杰 (山东工商学院)

姬　强 (中国科学院)

杜亚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耿江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nergyEconomics,２０１９年第８４期

１８业绩补偿承诺对标的企业的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小

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者:潘爱玲 (山东大学)

邱金龙 (山东大学)

杨　洋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会计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１９ “能者居之”能够保护子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吗———母子

公司 “双向治理”的视角

作者:徐　宁 (山东大学)

张　阳 (山东大学)

徐向艺 (山东大学)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２０地方高端智库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前瞻

—８１—



作者:张述存 (山东社会科学院)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２１制造企业的业绩困境会促进创新吗———基于期望落差维

度拓展的分析

作者:李　溪 (济南大学)

郑　馨 (中山大学)

张建琦 (中山大学)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２２Multipleattributegroupdecisionmakingbasedonq－

rungorthopairfuzzyHeronianmeanoperators

作者:刘政敏 (山东财经大学)

王　松 (山东科技大学)

刘培徳 (山东财经大学)

InternationalJournalofIntelligentSystems,２０１８年第３３

卷

２３董事网络和企业创新:引资与引智

作者:王　营 (山东财经大学)

张光利 (中央财经大学)

金融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２４山东省农村居民点转型的空间特征及其经济梯度分异

作者:曲衍波 (山东财经大学)

姜广辉 (北京师范大学)

—９１—



张佰林 (天津工业大学)

李慧燕 (山东财经大学)

魏淑文 (山东财经大学)

地理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２５碳交易效率与企业减排决策研究

作者:周　鹏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闻　雯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王　梅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２６我国区域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及监管对策研究

作者:于　涛 (山东师范大学)

朱立龙 (山东师范大学)

刘长玉 (山东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２７中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作者:高乐华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４月

政治学

２８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

作者:曹现强 (山东大学)

李　烁 (山东大学)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０２—



２９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转化性建构研究

项目负责人:吴荣生 〔中共山东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２０１９年９月

３０当代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逻辑

作者:李增元 (曲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３１劳工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早期主导思想探析

作者:李华锋 (聊城大学)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３２转型期党的社会凝聚力研究

作者:赵长芬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３３新时代反贫困思想研究

作者:文建龙 (潍坊医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２月

法学

３４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

法

作者:潘　林 (山东大学)

法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３５我国绝对确定法定刑立法模式的历史考证及其现代意蕴

作者:黄春燕 (山东政法学院)

—１２—



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３６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虚无陷阱及其化解———兼评法释

〔２０１７〕２０号第１２条

作者:满洪杰 (山东大学)

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７期

３７反思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方式———以 «‹关于案例指导工

作的规定›实施细则»为分析对象

作者:孙光宁 (山东大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３８公私法交融视域下的违法建筑问题研究

作者:王洪平 (烟台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６月

哲学社会学

３９论晚清易学之转向

作者:林忠军 (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４０新中国７０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红利效应嬗变

作者:陈岱云 (济南大学)

张世青 (济南大学)

江海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４１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

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

—２２—



作者:陈治国 (山东大学)

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４２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 “孝本论”与 “仁本论”

作者:曾振宇 (山东大学)

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４３自由与处境:从理性分析到生存分析

作者:尚文华 (山东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９月

４４新加坡儒学史

作者:严春宝 (曲阜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９月

４５技术恐惧的哲学研究

作者:赵　磊 (聊城大学)

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３月

文学语言学

４６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基础问题

作者:胡友峰 (山东大学)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４７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南宋中后期辞赋的华夷之辨

作者:刘　培 (山东大学)

文学遗产,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４９功用义对关系小句结构类型和解读倾向的影响———从现

—３２—



代汉语工具、材料、处所成分关系化的限制条件谈起

作者:寇　鑫 (山东大学)

袁毓林 (北京大学)

中国语文,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４９互 «水浒传»之文,见 «红楼梦»之义——— «红楼梦»

与 «水浒传»互文性琐论

作者:张　伟 (山东社会科学院)

杨　峰 (齐鲁师范学院)

东岳论丛,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５０论文学语言在电子文化语境中的变异

作者:黄发有 (山东大学)

文艺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５１论五四时期女作家小说的叙事文体

作者:赵文兰 (聊城大学)

江汉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５２诗稗互渗与 «聊斋志异»意趣创造

作者:李桂奎 (山东大学)

文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５３跨语言时－体－情态的范畴化、显赫性及扩张性———库

藏类型学视角

作者:于秀金 (山东财经大学)

中国语文,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４２—



５４楚卜筮简文字编

作者:蔡丽利 (潍坊学院)

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５５后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时期小说

作者:王　源 (山东社会科学院)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７月

５６语文词典语义类别释义的多维研究

作者:冯海霞 (鲁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５７权力死亡荒诞:对约瑟夫海勒黑色幽默小说的解

读

作者:唐　文 (临沂大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１月

５８苏诗评点资料汇编

作者:樊庆彦 (山东大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８月

文化学

５９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作者:张士闪 (山东大学)

民俗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６０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哲学审视

作者:万光侠 (山东师范大学)

—５２—



东岳论丛,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６１感天动地 «沂蒙山»

作者:李掖平 (山东师范大学)

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２１期

６２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作者:吴　欣 (烟台大学)

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

６３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性项目传承人保护策略研究———以

聊城木版年画为核心个案

作者:张兆林 (聊城大学)

文化遗产,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６４中国艺术文献学

作者:董占军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６５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文化研究

作者:王传领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４月

６６中俄文化交流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作者:岳　巍 (山东交通学院)

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６７山东解放区新闻史:１９３７—１９４９

作者:王　华 (山东大学)

—６２—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５月

６８日常生活与艺术现代性

作者:胡玲玲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教育学

６９大学智库文化的特质及其培育

作者:刘福才 (济南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７０BrainstructurelinkstraitcreativitytoopennesstoexpeＧ

rience

作者:李文福 (济宁医学院)

李雪婷 (北京师范大学)

黄利皆 (北京师范大学)

孔祥祯 (北京师范大学)

杨文静 (西南大学)

位东涛 (西南大学)

李荆广 (北京师范大学)

程虹升 (西南大学)

张庆林 (西南大学)

邱　江 (西南大学)

刘　嘉 (北京师范大学)

Socialcognitiveandaffectiveneuroscience,２０１５年第１０卷

—７２—



７１论心态史视角下的教育史研究

作者:冯永刚 (山东师范大学)

李良方 (山东师范大学)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７２学校课程建设的辩证逻辑

作者:徐继存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７３我国高校教师教学研究的热点状况分析———基于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年CNKI文献的共词分析

作者:李中国 (临沂大学)

黎兴成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

７４论教师的社会理性及其培育

作者:车丽娜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７５如何实现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一个研究框架的构建

作者:于　洁 (青岛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７６５－HTR１A基因rs６２９５多态性与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

年早期抑郁的交互作用:不同易感性模型的验证

作者:王美萍 (山东师范大学)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

—８２—



陈欣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心理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７７教育情怀:教师德性自觉与职业坚守

作者:韩延伦 (鲁东大学)

刘若谷 (鲁东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７８问题解决与认知模拟:以数学问题为例

作者:魏雪峰 (鲁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５月

７９中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理论与实践研究

作者:杨庆实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７月

８０把课堂还给学生:如何构建理想课堂

作者:徐　洁 (齐鲁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９月

８１城市社区公共体育资源合理配置研究

作者:李洪波 (临沂大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６月

历史学

８２休耕制与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

作者:代国玺 (山东大学)

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９２—



８３孔庙 “庙产兴学”与文化权力的转移———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

河北省长垣县孔庙祭田纠葛案透视

作者: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

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８４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

究的影响

作者:杨　华 (山东大学)

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８５魏晋九品官人法之上品的演变与起家官制度

作者:杨恩玉 (青岛大学)

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８６金朝内迁女真人猛安数量考辨

作者:范学辉 (山东大学)

历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８７面子与里子:明洪武时期中日 “倭寇外交”考论

作者:马　光 (山东大学)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８８政务活动下的债案审断:１９世纪中后期地方官府与倒账

案

作者:张世慧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８９欧洲文艺复兴的引介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

—０３—



作者:俞祖华 (鲁东大学)

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９０刘大年与新时期抗日战争史研究

作者:黄广友 (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９１帝国中坚:汉代列侯研究

作者:秦铁柱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书社,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９２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１７７６—１８００

作者:张光宇 (曲阜师范大学)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９３明清运河漕运仓储与区域社会研究作者:郑民德 (聊城

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９４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

作者:王　青 (山东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智库研究成果、应用与普及

９５关于完善创新我省残疾儿童救助康复工作的建议

作者:苏　昕 (山东财经大学)

叶　飞 (山东财经大学)

于仁竹 (山东财经大学)

—１３—



张志红 (山东财经大学)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９６乡村振兴:不要热了政府冷了农民

作者:周其森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８年５月

９７关于我省公众有序参与地方立法的困境调查及对策建议

作者:张　晓 (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

岳盈盈 (山东省法治研究中心)

王金翠 (山东省民意调查中心)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９８黄帝内经

作者:姚春鹏 (曲阜师范大学)

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３月

９９金融错配与中小企业融资

作者:邢乐成 (济南大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００山东水文化

作者:宋立杰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７月

三等奖

(１５０项)

—２３—



经济学

１中国高质量发展地区差距及时空收敛性研究

作者:吕承超 (青岛科技大学)

崔　悦 (青岛科技大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２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决策? ———基于出

口频率的视角

作者:綦建红 (山东大学)

尹　达 (中国人民大学)

刘　慧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３P２P网络借贷是否实现了普惠金融目标

作者:胡金焱 (青岛大学)

李建文 (山东大学)

张　博 (山东大学)

世界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

４CPTPP的规则、影响及中国对策:基于和 TPP对比的分

析

作者:白　洁 (山东财经大学)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３３—



５资本回报率宏观核算法的进一步改进和再测算

作者:王开科 (山东财经大学)

曾五一 (厦门大学)

统计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６制度扭曲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一个综合分解框架

作者:孙华臣 (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焦　勇 (山东科技大学)

财贸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７城市蔓延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夜间灯光数

据的研究

作者:秦　蒙 (山东财经大学)

刘修岩 (东南大学)

李松林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８果农对过量施肥的认知与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行为的

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９个县 (区、市)苹果种植户的调

查

作者:张复宏 (山东农业大学)

宋晓丽 (山东农业大学)

霍　明 (山东农业大学)

中国农村观察,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与极化趋势: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４３—



作者:陈明华 (山东财经大学)

仲崇阳 (上海财经大学)

张晓萌 (中国人民大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

１０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作者:张学波 (曲阜师范大学)

陈思宇 (北京师范大学)

廖　聪 (北京师范大学)

宋金平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１１Impactofcoalsector’sde－capacitypolicyoncoalprice

作者:王霄飞 (山东工商学院)

刘传庚 (山东工商学院)

陈绍杰 (山东科技大学)

陈　雷 (山东工商学院)

李　科 (湖南师范大学)

刘　娜 (山东工商学院)

APPLIEDENERGY,２０２０年第２６５期

１２国际视野中的延迟退休演进

作者:刘　文 (山东大学)

焦　佩 (山东大学)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５３—



１３大国崛起:东亚模式与中国道路

作者:张卫国 (山东社会科学院)

王　双 (山东社会科学院)

学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１４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作者:刘　凯 (山东师范大学)

吴　怡 (山东师范大学)

陶雅萌 (山东师范大学)

王成新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１５外商直接投资、汇率甄别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

省级样本的经验分析

作者:随洪光 (山东大学)

余　李 (山东大学)

段鹏飞 (山东大学)

经济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１６房价波动、金融稳定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

作者:司登奎 (青岛大学)

葛新宇 (苏州大学)

曾　涛 (浙江大学)

李小林 (中国海洋大学)

金融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６３—



１７中国居民预防性储蓄与消费行为研究

作者:宋明月 (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６月

１８现代农业创业投资的梭形投融资机制构建及支持政策研

究

作者:吴石磊 (山东理工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９贫困脆弱性的统计测度、发生机制及其在扶贫政策中的

应用研究

作者:李　丽 (山东工商学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６月

２０价值链竞争与 “中国制造”升级: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

作者:刘　刚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管理学

２１产融结合与我国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上市公司

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者:马　红 (山东科技大学)

侯贵生 (山东科技大学)

王元月 (中国海洋大学)

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２２Impactofspecificinvestments,governancemechanisms
—７３—



andbehaviorsontheperformanceofcooperativeinnovationproＧ

jects

作者:吴爱华 (鲁东大学)

王　卓 (长春理工大学)

SandyChen (OhioUniversity)

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jectManagement,２０１７年第３５

卷

２３共享经济背景下 “互联网＋小微企业”融合测度及竞争

力提升研究

作者:李晓磊 (山东管理学院)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２４山东省金融效率、溢出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空

间动态面板Durbin模型的研究

作者:张蕴萍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杨友才 (青岛科技大学)

牛　欢 (中央财经大学)

管理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２５脱贫锦标赛:地方贫困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作者:王　刚 (中国海洋大学)

白浩然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２６EffectsofcarbonemissionreductiononsupplychaincoＧ
—８３—



ordinationwithvendor－manageddeterioratingproductinventoＧ

ry

作者:柏庆国 (曲阜师范大学)

龚业明 (法国里昂商学院)

金明洲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徐贤浩 (华中科技大学)

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ductionEconomics,２０１９第２０８

卷

２７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作者:朱庄瑞 (山东管理学院)

藏　波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２８新医改形势下乡村医生发展研究

项目负责人:尹文强 (潍坊医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２０１８年３月

２９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绿色竞争力指数测度与时空格局演

化特征分析

作者:张　峰 (山东理工大学)

宋晓娜 (山东理工大学)

董会忠 (山东理工大学)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３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内部审计规制体系构建研究

—９３—



作者:叶陈云 (山东管理学院)

杨克智 (北京工商大学)

审计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３１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资源诅咒”效应

实证

作者:薛雅伟 (青岛理工大学)

张在旭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李宏勋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栾俊毓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３２Howsocialmediausageaffectsemployees’jobsatisfacＧ

tionandturnoverintention:AnempiricalstudyinChina

作者:张　新 (山东财经大学)

马　良 (山东财经大学)

许　博 (复旦大学)

徐　峰 (山东财经大学)

InformationandManagement,２０１９年第５６卷

３３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满意度评价研究

———以病虫害统防统治为例

作者:徐　斌 (临沂大学)

应瑞瑶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软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０４—



３４Athree－stageandmulti－objectivestochasticprogramＧ

mingmodeltoimprovethesustainablerescueabilitybyconsidＧ

eringsecondarydisastersinemergencylogistics

作者:张江华 (山东大学)

刘海月 (山东大学)

于国栋 (山东大学)

阮俊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FelixTSChan (香港理工大学)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２０１９

年第１３５卷

３５Understandingintentionandbehaviortowardsustainable

usageofbikesharingbyextendingthetheoryofplannedbehavＧ

ior

作者:司红运 (山东财经大学)

施建刚 (同济大学)

唐代中 (同济大学)

吴光东 (重庆大学)

兰　静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Resources,ConservationandRecycling,２０２０年第１５２卷

３６Energymodelingmethodofmachine－operatorsystem

forsustainablemachining

作者:贾　顺 (山东科技大学)

—１４—



袁清和 (山东科技大学)

蔡　维 (西南大学)

李美燕 (山东科技大学)

李钊军 (西新英格兰大学)

EnergyCoversionandManagement,２０１８年第１７２卷

３７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贡献存在拐点吗? ———来自

中国２７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证据

作者:张明志 (山东财经大学)

余东华 (山东大学)

经济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３８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型员工心理契约违背及其效应研究

作者:相　飞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９月

３９山东省创新发展指数评价研究

作者:贾永飞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王金颖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张雪婷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９月

４０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研究

作者:关洪军等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８月

４１纳米能源的复杂创新网络研究

—２４—



作者:刘　娜 (山东工商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６月

４２我国城市蔬菜供应链一体化

作者:周　涛 (山东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３月

政治学

４３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探析

作者:尹传政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４４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基本特质

作者:张瑞涛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４５假新闻泛滥与西方民主的整体性危机

作者:汝绪华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４６俄罗斯对外结盟的目标形成及影响因素———基于权力结

构、地缘关系、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作者:初智勇 (山东大学)

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４７时代新人树立正确历史观的现实境遇与路径探析

作者:董振平 (山东师范大学)

李志亮 (山东师范大学)

—３４—



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４８沂蒙早期党组织对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探索及启示

作者:孙海英 (临沂大学)

学海,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４９中国政党协商发展研究

作者:李先伦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５０清洁能源外交:全球态势与中国路径

作者:李昕蕾 (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８月

法学

５１论作为新兴权利的代际权利———从人类基因编辑事件切

入

作者:钱继磊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５２大数据时代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与司法审查———以美国

法律实践为例

作者:郑智航 (山东大学)

徐昭曦 (山东大学)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５３略论人工智能语境下的法律转型

作者:李　晟 (中国海洋大学)

—４４—



法学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５４合规官的保证人义务来源及其履行

作者:李本灿 (山东大学)

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５５论经济间谍的双重法律性质及其法律界定

作者:曹亚伟 (中国海洋大学)

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５６国际经贸领域的直接适用法研究

作者:董金鑫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１８年３月

５７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研究

作者:王次宝 (山东科技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７月

哲学社会学

５８物化:文化之思还是经济社会整体之思?

作者:刘森林 (山东大学)

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５９养老机构扶持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基于山东省４５家

养老机构的调查分析

作者:田　杨 (山东社会科学院)

崔树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

杨素雯 (山东社会科学院)

—５４—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６０客观化与物化———西美尔与马克思现代性社会分析之比

较

作者:冯　波 (山东大学)

哲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６１获得感:供需视阈下共享发展的新标杆

作者:邢占军 (山东大学)

牛　千 (山东师范大学)

理论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６２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

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７期

６３格物致知: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

作者:马来平 (山东大学)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６４早期儒家王霸之辨理论研究

作者:邵秋艳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６５身体、情境与认知:涉身认知及其哲学探索

作者:孟　伟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６６经验的概念化与第二自然:麦克道尔论心灵与世界关系

—６４—



的文本学研究

作者:王增福 (山东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４月

６７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方式变迁与文化选择研究

作者:李　霞 (德州学院)

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文学语言学

６８图像转向之后的视觉惶恐与批评愉悦———兼谈萨义德的

艺术批评观

作者:凌晨光 (山东大学)

文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６９公孙弘与 «举贤良文学对策»若干问题的考察

作者:韦春喜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遗产,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７０陶诗阐释的经学化、经典化与意境化

作者:李剑锋 (山东大学)

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７１秦简 «酒令»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何家兴 (济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７２海明威:作家、传媒、大众共同制造的经典作家与文化

偶像

—７４—



作者:于冬云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７３基于预期力不足假说的中国英语学习者统计优选过程研

究

作者:孙　妙 (中国海洋大学)

杨连瑞 (中国海洋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７４中国当代小说的显话语与隐结构研究

项目负责人:任现品 (烟台大学)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７５论 «好人难寻»的 “四重寓意”

作者:刘　林 (山东大学)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７６沈从文:创伤的执着性灵的诗人未熟的天才

作者:贾振勇 (山东师范大学)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７７当代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合法性论争———以布斯、努斯

鲍姆、波斯纳为中心

作者:韩存远 (山东师范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７８英汉语构词理据:基于认知语言学识解理论的对比分析

作者:卢卫中 (曲阜师范大学)

—８４—



外语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７９费县方言志

作者:邵燕梅等 (山东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９月

８０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作者:夏令伟 (鲁东大学)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８１秦简虚词及句式研究

作者:伊　强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８２中国现代边地小说研究

作者:王晓文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９月

８３ACritiqueofTranslationTheoriesinChineseTradition:

FromDao’antoFuLei

作者:王晓农 (鲁东大学)

美国学术出版社,２０１８

８４ «三国演义»诠释史研究

作者:郭素媛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５月

８５李渔生活审美思想研究

作者:刘玉梅 (聊城大学)

—９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８６鲁迅与西方表现主义美术

作者:崔云伟 (山东艺术学院)

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８月

文化学

８７试析报人在抗战 “和谈”中的角色与作用———以 “张季

鸾———神尾路线”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俞　凡 (山东大学)

陈　芬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８８ “大众传播”溯源:社会情境、根本问题与价值立场

作者:展　宁 (山东大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８９文化传承与文艺创新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

作者:吕文明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９０古代埃及的棺及其反映的宗教观念作者:张赫名 (曲阜

师范大学)

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９１先秦 “舞雩”祭祀求雨仪式探考

作者:岳　音 (山东师范大学)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０５—



９２论展开性变奏

作者:郑　刚 (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９３论生态美学的三个维度———兼论加塔利的 “三重生态

学”思想

作者:张惠青 (山东建筑大学)

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９４后媒介时代的伦理隐喻

作者:张艳梅 (山东理工大学)

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９５ «诗经»之器乐研究

作者:李婷婷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９６中国民俗造物研究

作者:韩　波 (曲阜师范大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５月

９７次元的破壁:网络小说改编剧的互文性研究

作者:李　磊 (山东艺术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９８从地平线回望:中国影视的绰约瞬间

作者:周安华 (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１５—



９９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研究

作者:刘金德 (青岛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８月

１００三种南宋传世歌谱的宫调乐学研究

作者:张红梅 (鲁东大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６月

１０１罗奇伯格与新浪漫主义音乐作品研究

作者:王　敏 (聊城大学)

王晓锋 (济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０２民国时期的古籍丛书研究

作者:崔建利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８月

教育学

１０３２０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研究的社会学建构

作者:唐爱民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１０４走向协同教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时代呼唤

作者:吉　标 (山东师范大学)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１０５LatentProfileAnalysisofLeft－behindAdolescents’

PsychosocialAdaptationinRuralChina
—２５—



作者:赵景欣 (山东师范大学)

李倩玉 (山东师范大学)

王立伟 (山东师范大学)

林玲玉 (山东师范大学)

张文新 (山东师范大学)

JournalofYouthandAdolescence,２０１９年第４８卷

１０６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从结构到实质融入的教育培训问

题

作者:何爱霞 (曲阜师范大学)

刘雅婷 (华东师范大学)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１０７CTT、IRT、FT:体育科学量表编制中的应用———以

«特质流畅量表»为研究例证

作者:董德朋 (曲阜师范大学)

刘　巍 (吉林大学)

孙世超 (空军航空大学)

体育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９期

１０８空间社会学视域下的学校教育空间生产

作者:付　强 (济南大学)

辛晓玲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１０９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

—３５—



作者:苏春景 (鲁东大学)

徐淑慧 (温州大学)

杨虎民 (阜阳师范学院)

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１期

１１０人工智能视域下的信息素养内涵转型及 AI教育目标定

位———兼论基础教育阶段 AI课程与教学的实施路径

作者:陈凯泉 (中国海洋大学)

何　瑶 (青岛金家岭学校)

仲国强 (中国海洋大学)

远程教育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１１１Prevalenceofpsychologicaldistressandtheeffectsof

resilienceandperceivedsocialsupportamongChinesecollege

students:Doesgendermakeadifference?

作者:张明亮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张建梅 (临沂大学)

张　锋 (山东大学)

张　丽 (新泰中医院)

封丹珺 (山东大学)

PsychiatryResearch,２０１８年第２６７期

１１２我国课程知识研究７０年的历程审思

作者:孙宽宁 (山东师范大学)

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４５—



１１３美国与德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中三种权力的影响差

异

作者:徐　娟 (鲁东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

１１４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Harsh Discipline and

Children’sExternalizingBehaviorinChina:A５－YearLongiＧ

tudinalStudy

作者:王美芳 (山东师范大学)

刘　莉 (山东师范大学)

ChildDevelopment,２０１８年第８９卷

１１５论 “童年的秘密”的教育学意蕴及其早期教育启示

作者:满忠坤 (聊城大学)

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１１６幸福中国视域下的老年体育干预

作者:于　军 (鲁东大学)

刘天宇 (鲁东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１７行业学院模式下地方高校产教融合专业群建设研究

作者:许士密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１８生存生活生命:论武术教化三境界

作者:唐韶军 (鲁东大学)

—５５—



人民体育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１１９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与工作幸福感及其相互关系研

究

作者:张爱莲 (山东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１２０公民意识与学校生活建构

作者:张夫伟 (鲁东大学)

张红艳 (鲁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１２１蒙台梭利数学教育教具操作

作者:傅　晨等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历史学

１２２在臆想与真实之间:黄遵宪 «朝鲜策略»新论

作者:张礼恒 (聊城大学)

文史哲,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１２３先秦时期国家安全思想述论

作者:刘　伟 (曲阜师范大学)

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１２４三菱海运的崛起与近代日本的海外扩张及海权意识

作者:姜春洁 (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６５—



１２５新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

作者:王京传 (曲阜师范大学)

光明日报,２０１８年第２４８３０号

１２６１９世纪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和传播

作者:陈德正 (聊城大学)

胡其柱 (聊城大学)

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１２７吕思勉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解与运用

作者:赵满海 (曲阜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１２８试论罗汝芳对 «论语»的易学解读

作者:唐明贵 (聊城大学)

周易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１２９承续永嘉精神: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及其学术风

格

作者:刘春强 (聊城大学)

史学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１３０环境史视野下清代河工用秸影响研究

作者:高元杰 (聊城大学)

史学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１３１商代人骨上跪踞面的观察与分析

作者:赵永生 (山东大学)

—７５—



曾　雯 (山东大学)

郭俊峰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陈雪香 (山东大学)

考古,２０２０年第１０期

１３２ «孔府档案»所见官中探研

作者:姜修宪 (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１３３ “包产到户”:农村体制转型下的资源分配———以山东

省淄川区沈家村为研究对象

作者:徐　蕴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１３４宋代士风研究

作者:郭学信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３５琉球救国请愿书整理与研究 (１８７６－１８８５)

作者:孙晓光 (曲阜师范大学)

赵德旺 (淮阴师范学院)

侯乃峰 (山东大学)

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９月

１３６A Paleolithic birdfigurinefrom the Lingjing site,

Henan,China

作者:李占杨 (山东大学)

—８５—



LucDoyon (山东大学)

方　辉 (山东大学)

LedevinRonan (UnivBordeaux)

QueffelecAlain (UnivBordeaux)

RaguinEmeline (WeizmannInstSci)

d’ErricoFrancesco (UnivBordeaux)

PLOSONE,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１３７春秋正辞笺

作者:(清)庄存与

辛智慧 (山东大学)

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１３８共有产权与乡村协作机制:山西 “四社五村”水资源

管理研究

作者:周　嘉 (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１３９美国奴隶叙事研究

作者:高春常 (鲁东大学)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１４０简帛文献与 «管子»研究

作者:郭　丽 (山东理工大学)

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９月

智库研究成果、应用与普及

—９５—



１４１山东省乡村振兴调查报告———第四次全省经济社会综

合调查分析

作者:袁红英 (山东社会科学院)

侯小伏 (山东社会科学院)

陈建伟 (山东社会科学院)

祝晓书 (山东社会科学院)

纪亚楠 (山东社会科学院)

陶金钰 (山东社会科学院)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９年８月

１４２管中窥豹看物流———对济南佳怡物流集团的蹲点调查

作者:张　蕾 (山东交通学院)

来逢波 (山东交通学院)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７年８月

１４３关于推进我省深入实施革命文物连片保护工程的几点

建议

作者:宋　暖 (山东社会科学院)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９年４月

１４４加快推进山东省雾霾污染区域协同治理,为建设美丽

山东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刘华军 (山东财经大学)

雷名雨 (山东财经大学)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８年１月

—０６—



１４５关于济南与泰安共享泰山资源的建议

作者:王格芳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王成新 (山东师范大学)

郝兆印 (济南市工程咨询院)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４６论语故事

作者:单承彬 (山东大学)

单天罡 (山东政法学院)

济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３月

１４７国书

作者:胡晓锐 (山东女子学院)

靳　永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美术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１４８能源优化配置机制的博弈与投入产出分析

作者:张一清 (山东工商学院)

刘晓燕 (鲁东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４９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作者:汝绪伟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李海波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陈　娜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７月

—１６—



１５０山东省政务公开发展水平研究报告２０１９

作者:周鸣乐等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科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２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