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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西省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项目 

一等奖（22 项） 

成果名称 
成果发表期刊、出版单位名称 

以及成果发表、出版时间 
申报单位 申报者姓名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5 月 
南昌大学 胡伯项 

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整理现状与文献特点

分析 

《中共党史研究》 

2018 年第 4期 
江西财经大学 陈始发 

自然之境：“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探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1月 
井冈山大学 曾建平 

创新驱动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与实证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陶长琪 

红色旅游产业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1月 
南昌大学 黄细嘉 

法治中国背景下的税收制度建设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财经大学 王  乔 

中国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政策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赵  波 

准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体系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汪志刚 

国家债务危机：民国时期政府内债整理与管

理问题研究（1912-1937） 

开源书局 

2017年 11月 
南昌大学 刘  杰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国苦力海上死亡及其

对英移民政策影响 

《历史研究》 

2018 年第 6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汤水清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研究 

——以江西为例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2月 
上饶师范学院 程肇基 

从学科生产能力看一流学科评价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年第 11期 
江西师范大学 刘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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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e-narrative on bronze wares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Neohelicon 

2018 年第 1期 

江西师范大学 

南昌理工学院 
傅修延 

明清曲学批评论稿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年 9 月 
东华理工大学 黄振林 

汉字传播史 
商务印书馆 

2018年 4 月 
南昌大学 陆锡兴 

《百工录•陶瓷》中国工艺美术记录丛书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7年 8 月 2018年 4 月 
景德镇陶瓷大学 宁  钢 

社会救助财政支出的理论分析框架：规模、

结构、绩效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第 10期 
江西财经大学 李春根 

Institutionalized place branding 

strategy, interfirm trust,and place 

brandin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SSCI一区期刊） 

 2017 年 9月 

江西师范大学 赵卫宏 

矿业旅游研究书系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8 月 

2018年 1 月  

2018年 12月 

东华理工大学 熊国保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创业营销理论的历史使

命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6期 
江西财经大学 谌飞龙 

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江西省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的对

策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 月 

中共江西省委 

政策研究室 
黄光明 

中宣部“百城百县百企”江西调研报告 
人民出版社 等 

2018年 11月 

中共江西省委 

宣传部 
郭建晖 等 

    

二等奖（120 项） 

成果名称 
成果发表期刊、出版单位名称 

以及成果发表、出版时间 
申报单位 申报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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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公共生活建设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11月 
南昌工程学院 陈付龙 

中国共产党资本主义认识史论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6 月 
宜春学院 李明斌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6 月 
江西师范大学 周利生 

砥砺奋进：江西改革开放 40 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梁  勇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逻辑向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年 5 月 
赣南师范大学 贺新春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嬗变：从高速增长到高质

量发展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期 
江西理工大学 段  勇 

深刻理解党的基本方略的科学内涵 
《人民日报》 

2018年 4 月 
江西师范大学 祝黄河 

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使

命学说的坚持和发展 

《南昌大学报》 

2018年 5 月第 2 版 

（入选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理论研讨会) 

南昌大学 陈世润 

苏区精神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年 1 月 
赣南师范大学 邱小云 

方志敏精神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9 月 
上饶师范学院 刘国云 

网络舆情引导与政府治理创新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3 月 
宜春学院 王灵芝 

郊区城市化与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3 月 
江西师范大学 尤  琳 

八一精神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 4 月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叶  桉 

江西改革开放简史（1978—2018）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1月 

中共江西省委 

党史研究室 
俞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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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府质量研究：话语阐释、测评指标与

研究困境 

《国外社会科学》 

2018年 9 月 
南昌航空大学 聂平平 

精准扶贫的供给导向与需求导向 
《学习与实践》 

2018年 5 月 
南昌大学 尹利民 

道德风险论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 月 
江西师范大学 韩桥生 

朱子门人与朱子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邓庆平 

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理念之马克思成分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3期 
江西财经大学 张定鑫 

赣商研究（卷二）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 
林  芸 

区域农村贫困现状脱贫路径及其绩效研究 
中国商业出版社 

2018年 11月 
江西农业大学 廖文梅 

中国经济结构演进与环境污染变动趋势研

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理工大学 吴一丁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粮食生产变化与区位优

化研究 

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张利国 

双轮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共同趋势与相

依周期 

《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4期 
华东交通大学 欧阳志刚 

高管薪酬、业绩与胜任能力识别：一项行为

金融实验 

——来自我国 2012 年沪深两市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 

2017 年第 3期 
江西财经大学 胡援成 

产业转移对地方环境规制影响的理论模型

和经验验证 

——基于我国产业转移的实证检验 

《管理评论》 

2018 年第 8期 
江西财经大学 刘满凤 

“福音”还是“诅咒”:资源丰裕度对中国

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宏观经济研究》 

2018年 11月 
江西师范大学 陈运平 

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研

究 

《经济纵横》 

2017 年第 10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李小玉 



 - 5 -

连片特困区扶贫资源配置效应与优化机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农业大学 郑瑞强 

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与提升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财经大学 余达锦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6 月 
南昌大学 彭继增 

长江经济带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年 8 月 
江西师范大学 钟业喜 

中国城市经济创新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4 月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姜  玮 

中国工业品宏微观 Armington 替代弹性 
《世界经济》 

2018年 2 月 
江西财经大学 许统生 

政治资源禀赋的经济效应 

——来自长征沿线地区发展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17 年第 12期 
江西财经大学 王守坤 

互联网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 

《当代财经》 

2018年 12期 
江西财经大学 卢福财 

审计师个人声誉受损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当代财经》 

2017年 7 月 
江西财经大学 蒋尧明 

采矿用地取得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1月 
东华理工大学 黄胜开 

国企改革：公平竞争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法律问题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李翃楠 

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失灵与矫正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法商研究》 

2018 年第 5期 
江西理工大学 徐忠麟 

论明清徽商诚信规则体系及现代借鉴 
《法学》 

2017 年第 1期 
南昌大学 杨  峰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法理重

述 

《法学研究》 

2018 年第 2期 
南昌大学 石聚航 

跨境数据流动立法的价值取向与我国选择 
《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4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胡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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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婚姻迁移者的社会融合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0月 
井冈山大学 仰和芝 

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财经大学 洪泸敏 

强治理与弱治理：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机制

与资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欧阳静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责任的分析与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曹清华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年第 6期 
南昌大学 刘建生 

“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

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邱永志 

明代外戚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 9 月 
江西师范大学 叶群英 

宋代江西籍进士地图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8年 7 月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夏汉宁 

角山窑址 

——1983～2007 考古发掘报告（上下册） 

文物出版社 

2017年 9 月 
江西省考古学会 赖祖龙 

道法与宗法：明代正一道张天师家族的演变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18年 12月 

南昌大学 曾龙生 

明清至民国宿松地方家族的始迁祖记忆 
《学术月刊》 

2017年 11月 
江西师范大学 游欢孙 

敦煌文献 S.2165 号《思大和尚坐禅铭》论

衡 

《世界宗教文化》 

2018 年第 4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习罡华 

充分发挥历史学作为“有用之学”的社会功

能 

《光明日报理论版》 

2017年 2 月第 14版 
江西师范大学 张艳国 

网络利他行为对青少年的影响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4 月 
赣南师范大学 郑显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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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基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宜春学院 黄仁辉 

城市体育文化建设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7年 8 月 
南昌大学 黄  卓 

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探究 

——基于江西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县

的实证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8 月 
江西师范大学 何齐宗 

规约与天性：幼儿社会规范教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裘指挥 

城乡家庭高等教育需求差异及其有效供给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师范大学 张意忠 

健康中国视域下学校体育治理的政策表达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2期 
华东交通大学 张文鹏 

MOOCs 对非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与机遇 
《比较教育研究》 

2017 年第 12期 
井冈山大学 王文礼 

高校内部本科教学质量标准：概念界定与体

系构建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8 年第 3期 
南昌大学 许祥云 

我国教育信息化政策演进（1989～2016年）

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2017 年第 9期 
江西师范大学 钟志贤 

频率树类型和提问方式对因果强度估计模

式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8 年第 4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刘雁伶 

是什么阻碍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 

——阶层差异、学校选择性抑制与家长参与 

《教育研究》 

2017 年第 1期 
江西省教育厅 吴重涵 

新时期以来小说暴力叙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9 月 
赣南师范大学 周建华 

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井冈山大学 顾宝林 

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传媒发展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 5 月 
东华理工大学 唐东堰 



 - 8 -

民族意识与沦陷区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师范大学 冯  昊 

英语师范生教研能力培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6 月第 1 版 
江西师范大学 黄  慧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in Urban Society:Analyzing the City 

Talk in Guangzhou Foru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胡  勇 

存吾春斋诗钞笺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0月 
吉安市社联 龚希健 

《文心雕龙》与中国铭文理论的早期形态 
《文学评论》 

2017 年第 2期 
赣南师范大学 吴中胜 

“五四”大学叙事中的留学书写 
《文艺研究》 

2018 年第 3期 
南昌大学 李洪华 

“敢”的情态功能及其发展 
《中国语文》 

2018 年第 3期 
江西师范大学 李小军 

他者之物与自我之物 

——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瓷器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景德镇陶瓷大学 侯铁军 

隋代文学考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年 4 月 
九江学院 白晓帆 

最近发展区视角的词块习得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 11月 
华东交通大学 孟冬梅 

“五灯”系列禅录文献语言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1月 
东华理工大学 李  旭 

论文学的表演性：起源视野中艺术行动的规

定性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期 

九江学院 朱全国 

科技期刊应该加强风险防范与应急机制建

设 

《编辑学报》 

2017 年第 4期 
江西理工大学 曾伟明 

当代中国文论面临的问题及其理论反思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4期 
江西师范大学 赖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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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7年 4 月 
景德镇陶瓷大学 陈  宁 

后计生时代我国婴童产品的可持续生命周

期设计研究 

辽宁美术出版社 

2017年 7 月 
华东交通大学 王  东 

传播视野中的“临川四梦”研究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8年 11月 
东华理工大学 王省民 

赣傩音乐文化研究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邓伟民 

当代电影批评范式发展转型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1月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李云凤 

佛乐传播与国家在场 

——以瑜伽焰口仪轨音乐为例 

《民族艺术》 

2017 年第 1期 
江西师范大学 胡晓东 

刘天浪与近代江西专业音乐机构创立始末

考 

《中国音乐学》 

2018 年第 2期 
江西师范大学 陈乃良 

海外矿业投资经营管理风险评估与预警系

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5 月 
江西理工大学 郑明贵 

环境规制、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徐  晔 

梁启超修身三书(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 1 月 
江西财经大学 彭树欣 

治理视阈下农地整治模式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3 月 
南昌大学 曾  艳 

大数据视域下人才与工业发展耦合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李晓园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arket 

valuation, and firm characteristics: 

Evidence from Chin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2018 年第 6期 

华东交通大学 胡俊南 

内部交易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会计研究》 

2018 年第 3期 
江西财经大学 周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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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担保小额贷款的担保机制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 

《社会科学家》 

2017第 12期 
南昌大学 陈  熹 

B-S--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在有色金属股票

期权定价中的应用 

《有色金属科学与工程》 

2018 年第 2期 
赣州市社联 刘立刚 

政府绩效管理创新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年 2 月 
南昌航空大学 吕昕阳 

多边公共平台战略模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理工大学 刘家明 

中国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谢花林 

价格波动、养老金购买力与我国城镇基本养

老保险的可持续性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南昌大学 郭  曦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研究丛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 年 2018年 
江西师范大学 刘善庆 

A cosine similarity based QUALIFLEX 

approach with hesitant fuzzy linguistic 

term sets f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18年 8 月 
江西财经大学 董九英 

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演化中价值共创研究 

——数字化赋能视角 

《经济管理》 

2018 年第 8期 
江西财经大学 胡海波 

Optimal  production and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level under 

cap-and-trade and low carbon subsidy 

polic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年 11月 

南昌大学 曹开颖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interactional justice in promoting 

knowledge-sharing behavior: The 

mediated role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17 年第 62期 

江西师范大学 李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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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绿色发展指数绿皮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2018年 10月 

江西财经大学 蒋金法 

江西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与探索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年 11月 
江西师范大学 季凯文 

探索现代农业企业发展新路径 

——“江天农业发展模式”调查 

《内部论坛》 

2017 年第 13期 
上饶师范学院 卢  青 

全力助推江西航空产业腾飞的构想 

《决策要参》 

（航空专报） 

2017 年第 1期 

南昌航空大学 郭杰忠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进一步优化我省营

商环境 

《江财智库专报》 

2018 年第 14期 
江西财经大学 邓  辉 

国家部委对口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经验

总结 

《苏区振兴论坛策论专报》 

2017 年 2018年 
江西师范大学 田延光 

关于推行“零增地”技术改造强化我省“亩

产论英雄”导向的建议 

《参阅信息》 

2018 年第 69期 
江西师范大学 梅国平 

2017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以及毕业

生所思所盼 

《每日汇报》 

2017年 5 月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陈胜东 

《以创新驱动为引领 重塑“江西制造”新

辉煌研究》课题系列成果 

1.《智库成果专报》 2018年

第 1 期 

2.《赣鄱新视野》 2019年第

4 期 

3.《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2019）》蓝皮书等  2019 年

4 月 

江西科技学院 陈石俊 

抢抓机遇建设大科学装置  服务我省高质

量创新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动态》 

2018 年第 4期 
江西省科学院 熊绍员 

    

三等奖（13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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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发表期刊、出版单位名称 

以及成果发表、出版时间 
申报单位 申报者姓名 

中国特色大众文化建设论要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 6 月 
上饶师范学院 张善平 

意识形态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变革

研究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2017月 8 月 
赣南医学院 孙帮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6 月 
宜春学院 杨学龙 

井冈山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年 4 月 
井冈山大学 石劲松 

以“四个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 

《红旗文稿》 

2018 年第 13期 
江西师范大学 严文波 

从社会基本矛盾观到人类系统观 

——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论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 4 月 
九江学院 冷树青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冯志峰 

网络空间的民主生活实践：民主视野下的网

络公共领域及其治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5 月 
南昌大学 罗  亮 

红色卫生耀千秋 

——中央苏区卫生史画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年 11月 
赣南医学院 曾新华 

习近平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 
《中国井岗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3期 
井冈山大学 陈小林 

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效果与当代

启示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4期 
江西理工大学 王小元 

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

当 

《红旗文稿》 

2017 年第 14期 
南昌大学 卢忠萍 

19491950 年城市税收增长的原因 

——以南昌市税务局为例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7 年第 5期 
江西师范大学 蒋贤斌 

南京方面国民党要员对中共三大起义的反

应 

《军事历史研究》 

2017 年第 3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易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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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时期的党内巡视制度 
湖湘论坛 

2017 年第 6期 
江西师范大学 张宏卿 

进向道德：质料伦理学对人性禀赋的经验考

察——康德《实用人类学》的本旨 

《南昌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期 
上饶师范学院 詹世友 

公德涵育制度化论析 
《理论导刊》 

2017 年第 2期 
南昌工程学院 王  伟 

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辩证统一 

——对政务微信公共服务价值前提的哲学

反思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8 年第 2期 
南昌大学 刘友红 

新时代中国金融安全及治理研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年 2 月 
江西理工大学 何维达 

去工业化、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结构优化研

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 1 月 
江西财经大学 王展祥 

中国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治理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潘  丹 

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及江西省融入路径

研究——基于赣鄂湘发展战略比较视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12月 
南昌大学 李汝资 

中国数字经济及其空间关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8 月 
南昌大学 董晓松 

生态恢复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共生研究 

——以东江源国家生态功能保护区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李志萌 

协同合作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 

2018年 12月 25 日第 6 版 
九江市社联 林彬杨 

Solar energy adoption in rural China: A 

sequential decision approac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Elsevier 

2017年 9 月 

江西农业大学 汪兴东 

外部环境如何影响农产品流通渠道长度 

——一个外生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期 

东华理工大学 郑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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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编制及应用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年第 1期 
南昌大学 周德才 

空间分异下碳排放转移机制、碳排放权分配

及政策模拟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0月 
华东交通大学 陈志建 

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基于内部挖潜和区域联

动视角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理工大学 吴泽斌 

农户生计资产对土地利用的作用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年 12月 
东华理工大学 刘志飞 

江西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跟踪研究 

——“一带一路”专题 2017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7 月 
江西财经大学 吴志军 

中国区域福祉不平衡及其均衡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8 月 
南昌大学 王圣云 

基于宏观效应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与实证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年 8 月 
南昌航空大学 舒长江 

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

应研究 

《财贸经济》 

2018 年第 7期 
江西财经大学 杨得前 

TP 模式下考虑隐性利益输送的跨国供应链

决策分析 

《中国管理科学》 

2017 年第 12期 
南昌大学 黎继子 

中国省际畜牧业碳排放测度及时空演化机

制 

《资源科学》 

2017 年第 4期 
南昌大学 姚成胜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与贸易开放 

——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7期 
江西师范大学 叶修群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减排与 PM2.5 污染治理

研究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年 11月 

江西财经大学 徐  斌 

民国时期江西县司法处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8年 3 月 
赣南师范大学 谢志民 

案件事实论证 

——一种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进路 

法律出版社 

2018年 6 月 
华东交通大学 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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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与维权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 

2017年 10月 

江西警察学院 程小白 

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9 月 
江西师范大学 刘为勇 

转型背景下中国法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年 3 月 
江西科技学院 肖中华 

“以刑制罪”视阈下绑架罪的定性与量刑 

——对大样本绑架释放人质案件的实证考

察 

《政法论坛》 

2018 年第 5期 
江西财经大学 徐光华 

公司高管劳动法适用问题探究 
《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9期 
江西财经大学 杨德敏 

多维视角下的城乡社区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农业大学 邱国良 

人际信任修复理论与实证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年 11月 
江西财经大学 秦安兰 

中国特色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探索与实践

模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蒋国河 

社会治理视域下治安社会化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 12月 
江西警察学院 廖宝光 

栗园围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年 1 月 
赣南医学院 廖小凤 

上饶乡村旅游扶贫实践研究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8年 12月 
上饶师范学院 朱寅健 

从“内卷化”困境看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政

策调整 

《甘肃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2期 
江西财经大学 陈成文 

近代景德镇瓷业社会的多维冲突和秩序重

构（1903-194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景德镇陶瓷大学 李松杰 

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1736-1861 
中华书局 

2018年 8 月 
江西中医药大学 吴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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陂域型水利社会研究 

——基于江西泰和县槎滩陂水利系统的社

会史考察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12月 
南昌大学 廖艳彬 

赣南历史建筑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年 10月 
赣南医学院 万幼楠 

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海权与空权之论争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7 年第 3期 
赣南师范大学 朱大伟 

汉代邸的建制、管理与特性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期 

南昌工程学院 温乐平 

从“民间机制”到“官方体制”：清至民国

时期江西的“义图” 

《近代史学刊》 

2018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李平亮 

党与民众联系的桥梁：1949 年前党报通讯

员网的功能与构建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3期 
江西师范大学 戴利朝 

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

想与信仰 

《文化遗产》 

2017 年第 4期 
南昌大学 何  丹 

地方大学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7年 6 月 
南昌航空大学 陈爱生 

创新型社会下大学生就业与创业指导研究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 8 月 
江西中医药大学 邓春生 

教师职业心理资本的测量与开发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7年 10月 
南昌大学 李  力 

中国竞技体育管办分离长效机制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年 7 月 
江西师范大学 戴永冠 

融合信息技术的教师知识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9 月 
江西师范大学 张  静 

职业操作技能训练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 2 月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武任恒 

新时代地方高校特色发展与协同创新人才

培养研究 

《江西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12期 
南昌航空大学 黄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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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模式及绩效研

究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7年 12月 
九江学院 王万山 

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的“钟摆现象”管窥 

——基于学科向度与生活向度的二维视角 

《体育科学》 

2017 年第 2期 
宜春学院 范叶飞 

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现代化：理论、实践与

内涵实现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 年第 1期 
南昌大学 钟贞山 

言语工作记忆内容在语义水平的注意捕获 
《心理学报》 

2018 年第 5期 
江西师范大学 李毕琴 

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化学习图景叙事探究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7 年第 4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欧阳忠明 

从质量要素到质量体系 

——试论高职院校校本质量评价对象的转

向 

《江苏高教》 

2017 年第 7期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王国光 

我国体育赛事新媒体转播权市场开发的回

顾与展望 

《体育科学》 

2017年 4 月 
南昌航空大学 张玉超 

基于 ICF 的我国残障运动员就业支持路径

研究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 9 月 
赣南医学院 李  伟 

汉字汉语汉文化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年 12月 
南昌航空大学 谢  华 

现代汉语语用移情研究 
学林出版社 

2017年 7 月 
九江学院 李向华 

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12月 
南昌大学 陈世华 

虚构叙事中的听声辨义 

《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4期 

九江学院 周志高 

二语隐喻能力及其可学性和可教性：回顾、

分析与启示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 年第 2期 
华东交通大学 石进芳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问题 
《广东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期 
江西师范大学 詹艾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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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孽海花》与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的

“缀段”问题 

《江淮论坛》 

2017 年第 2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赵  斌 

树立“四度”思维 全力提升“四力” 
《新传播》 

2018年 7 月 
江西日报社 王宣海 

英语世界的《水浒传》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3 月 
赣南师范大学 谢春平 

叙事空白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10月 
江西财经大学 涂年根 

基于数据库的汉语零形回指研究与解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9 月 
南昌大学 蒋  平 

话语叙事中的喻性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李勇忠 

媒介幸福论：幸福心灵的媒介引导与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8 月 
江西师范大学 袁爱清 

天台宗僧诗创作传统考论 
《中南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4期 
赣南师范大学 张  艮 

论王世贞诗乐相合的文体观 
《中南大学学报》 

2018 年第 5期 
东华理工大学 涂育珍 

《红楼梦》及其续书中的女性结社 
《明清小说研究》 

2017年 1 月 
华东交通大学 阳  达 

思辨能力培养与写作测试相结合：探索写作

提示中探究对象与修辞功能的多样化 

Assessing Writing 

2018年 9 月 
江西师范大学 刘辅兰 

回归中国叙事传统的诸种可能 

——论小说《山本》的文化追求 

《文学评论》 

2018 年第 6期 
江西师范大学 江腊生 

江西民间女红艺术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年 6 月 
南昌航空大学 杜  娟 

当代主持人口语传播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17年 12月 
南昌航空大学 张妍妍 

以茶叙事 

——茶艺审美的诗意化表达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年 12月 
南昌航空大学 王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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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油画创作与试验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年 1 月 
江西师范大学 马志明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音乐美学思想建构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12期 
华东交通大学 熊友军 

语境与路径：“印度戏剧输入说” 考论及其

学术史意义 

《民俗研究》 

2018 年第 2期 
宜春学院 浦  晗 

萍乡傩舞艺术特征分析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1期 
江西师范大学 张  维 

服务模块化价值网治理机制对价值创造的

影响机理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年 12月 
南昌航空大学 余长春 

不确定条件下铁路应急资源布局与调度策

略优化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8年 7 月 
华东交通大学 汤兆平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形成机理及风险预警：以

生猪价格为例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8年 11月 
江西农业大学 付莲莲 

农产品流通链成本控制与质量管理研究 
经济学科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杨头平 

2017 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师范大学 唐天伟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working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 auditors on 

auid quality: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7 年第 7-8 期 

九江学院 陈小林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 
《管理评论》 

2017 年第 12期 
华东交通大学 李冬伟 

Additive consistent interval-valued 

Atanassov intuitionistic fuzzy 

preference relation and likelihood 

comparison algorithm based group 

decision m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 Research 

2017年 2 月 

江西财经大学 万树平 

实体企业金融化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 

——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年第 1期 
南昌大学 王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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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drive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of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 an underdeveloped city: 

The case of Nanchang,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年 5 月 

江西师范大学 贾俊松 

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复杂供应链的动态行为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0月 
华东交通大学 李卓群 

我国耕地保护的农户行为与社会责任 
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1月 
江西农业大学 陈美球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 12月 
东华理工大学 罗志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废弃物循环利用网

络成员企业利益协调耦合机制研究 

——中国云山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例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陈思华 

考虑心理行为因素的双边匹配决策理论与

方法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财经大学 乐  琦 

经济新常态下若干创业问题探索与研究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年 12月 
江西师范大学 张明林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人才培养研究与实

践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年 9 月 
赣南医学院 刘  民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博弈论分析及优化治

理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7 年第 8期 
九江学院 胡  胜 

高管晋升激励与财务舞弊 

——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经济管理》 

2017年 4 月 
江西财经大学 张洪辉 

中国创新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驱动

因素 

《科学学研究》 

2018 年第 11期 
南昌大学 邵汉华 

孕育独角兽企业 江西该如何破局 

——北上杭深培育独角兽企业的主要做法

及对我省的建议 

《智库成果专报》 

2018 年第 8期 
景德镇陶瓷大学 熊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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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教育过度市场化倾向亟待纠偏 
《内部参阅》 

2018 年第 23期 

中国井冈山 

干部学院 
胡硕兵 

以装配式建筑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助力富

裕美丽幸福江西建设 

《经管要参》 

2017年 12月 
南昌航空大学 吕  辉 

聚焦拐点难点痛点险点 破解我省民营企业

之困 

——对江西 21 家 A 股上市民营企业的调查

与思考 

《领导论坛》 

2018 年第 19期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曾  光 

江西乡村振兴：“新乡贤”何以如此关键 

1.《省政府参事建议》 2018

年 1 月 

2.《江财智库专报》  2018

年第 5 期 

3.《工作通讯》  2018 年第

12 期 

江西财经大学 温  锐 

我省中药种植及加工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江财智库专报》 

2018 年第 7期 
江西财经大学 李秀香 

中美贸易某擦：江西的影响及应对选择 
《专报》 

2018 年第 26期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龚建文 

建议提前谋划和加快推动全省交通综合供

能服务站建设 

《参阅信息》 

2018年 12月 
江西省社联 刘旭辉 

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1.《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2015 年度》 2017

年 5 月 

2.《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2016 年度》 2018

年 2 月 

3.《江西省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评价报告--2017 年度》 2018

年 12月 

江西省科学院 邹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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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鼓励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政策研究 

《江西省科学院科技战略 

分析报告》 

2017年 11月 

江西省科学院 陈春林 

抚州市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探索与

思考 

研究报告 

2018年 12月 
东华理工大学 俞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