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名单（博士和青年扶持项目）
申报人 单位  项目名称
翟绪权 吉林大学 新一轮东北振兴进程中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陈磊 长春中医药大学 新时代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常态化机制及其创新模式建设研究

钟宁 长春理工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吉林省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应对路径研究

任美娜 长春中医药大学 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深度结合研究

张铎 吉林师范大学 复合动力结构下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战略研究

刘行 长春中医药大学 中国传统礼制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

杜娇 吉林大学 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革中市场和政府权力优化研究

徐力冲 长春中医药大学 习近平关于人民健康重要论述研究

魏伦 长春师范大学 全面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聂阳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劳动论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徐玲 长春师范大学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张楠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新时代意义研究

李晓霞 吉林大学 东北亚地区变局下吉林省推动开放合作的机遇与路径研究

范志光 长春中医药大学 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心理机制研究

齐峰 吉林大学 新时代高校大学生信仰生成的影响因素及教育路径研究

丁微 吉林农业大学 新时代高校加强劳动教育对策研究

杨璐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线上教学调查研究

刘秀玲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念变革

彭杉杉 吉林师范大学 《量理宝藏论》传承与研究

崔佳 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实践性审美的人性向度研究

杨程博 吉林大学 吉林省居民收入分布变迁与消费升级路径研究

刘洋 吉林财经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张洋 长春理工大学 疫情对吉林省中小企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申庆喜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绩效量化及空间关联研究

徐敬红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疫情常态化下吉林省支持中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研究

周博闻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管理机制研究

刘斌 长春师范大学 吉林省实体经济现状与对策研究

李新光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农业资本回报提升路径研究

丁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省水稻全产业链增值路径优化研究

曹阳 吉林财经大学 疫情催生的数字型税务机关建设研究

梁超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装备制造业数字化发展对策研究

安然 吉林财经大学 “一带一路”战略下吉林省企业“走出去”税收风险管理研究

安佳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农户参与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刘颖 吉林师范大学 城乡融合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土地信托化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

董毓玲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特色农产品跨境电商发展路径研究

张莉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省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实证研究

金阳 延边大学 基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民族地区飞地经济模式研究

孔相宜 吉林财经大学 中韩FTA框架下吉林省对韩贸易-投资互动机制研究

赵昌洲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文旅产业发展中区块链技术应用研究

郎威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绿色税收环保效应和经济效应研究

马妍馨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拟上市公司税务风险管理研究

周伟 吉林师范大学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吉林省舆情监控与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詹克钰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第三方预算绩效评价问题研究

狄鹤 吉林大学 面向突发事件的政务多主体信息聚合及协同机制研究

刘丹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研究

郭修平 吉林农业大学 新冠疫情对吉林省玉米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

王刚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水稻产销一体化智慧平台建设研究

金升辉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吉林鲜食玉米”区域品牌建设研究

任新玉 长春财经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吉林省乡村旅游发展测评及优化路径研究

丁飞洋 长春大学 吉林省乡村民宿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李静 长春财经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吉林省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研究

鲍杰 长春工程学院 新冠疫情背景下基于区块链的吉林省数字经济生态发展模式研究

刘洋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发展评价与优化策略研究

李娜 长春大学 吉林省智慧物流信息平台体系构建研究

王文佳 东北师范大学 民国时期东北大学毕业论文整理与研究

刘桐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及实施对策研究

钟伟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农村生活垃圾回收物流系统研究

孟庆龙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医养结合”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辛欣 吉林工商学院 吉林省居民消费升级结构变化与消费特征研究

马天女 长春大学 新冠疫情后经济恢复期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策略研究

徐博强 吉林财经大学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研究

金泓序 长春理工大学 吉林省企业融资刑事风险防范与控制研究

王琼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民营企业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机制研究

王若思 吉林大学 妨害作证罪的司法认定研究
 姜曦 吉林财经大学 国际强行法的理论构建研究

李冰心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县域空间收缩发展现状和重构对策研究

李袁园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陈国喜 延边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孙悦 吉林大学 吉林省人口收缩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研究

周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两孩”时代吉林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王妍 吉林农业大学 后扶贫时代社会工作介入精神贫困治理的路径研究

陆地 吉林财经大学 新冠疫情对吉林省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及服务引导策略研究

张敬威 东北师范大学 儿童科学创造的思维发生机制及ACLC培养模式研究

韩林耕 长春大学 教师胜任力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师资培养研究

杨鑫 东北师范大学 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大数据干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晨希 吉林财经大学 吉林省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育研究

王庆勇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城乡教师专业合作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

岳金凤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基于PLS方法的职业教育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省域比较研究

李宇环 吉林师范大学 新时代小学劳动教育模块化（MES）课程建构与应用研究

邵芳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需求现状及培养模式研究

吕博 东北师范大学 父母参与劳动教育的评价与干预模型构建研究

平和光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吉林省高校分类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于秀丽 长春财经学院 吉林省大学生社会创业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研究

曲晨 东北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体育干预对提高小学生身体健康指标的实践研究

于淼 吉林体育学院 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学龄前儿童体智能评估体系研究

张博 东北师范大学 新时代劳动教育与体育教育关系研究

刘璐 吉林体育学院 基于共生理论的吉林省全民健身与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杜放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学校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牟丽平 吉林体育学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发展研究

王喜洪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体育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彭程 吉林大学 文化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大众文化传播的治理研究

李佶欣 吉林艺术学院 意大利与中国艺术类高校声乐人才培养模式对比研究

王姝 吉林大学 紧缩—汉语构式生成机制研究

徐潜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当代声乐艺术史研究

肖柏琳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省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杜佳烜 吉林师范大学 满语构词法研究

赵贺 吉林大学 突发事件国际舆论场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

穆瑞鹰 吉林艺术学院 东北秧歌舞蹈发展路径研究

刘国敏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乌拉街特色小镇公共景观建设研究
张彧彧 吉林大学 元代白话碑的语言特点及其语言景观价值研究

王玉姝 白城师范学院 柳宗元的释教观

李志国 东北师范大学 孙晓野书法艺术研究

李雪洁 长春师范大学 赫哲族音乐美学研究

王颖 长春大学 短视频社交媒体“讲好吉林故事”的传播协同系统构建研究

董晓慧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 清代东北流寓文学研究

钟磊 长春师范大学 新时期长春电影制片厂口述历史研究（1979-2019）

许珍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影视产业数字化转型研究

杜婧一 长春师范大学 先锋小说的沉寂与复兴

李闯 吉林建筑大学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智能化设计策略研究

霍思光 吉林师范大学 东丰农民画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刘洋 长春理工大学 以服务设计引领吉林工业创新发展研究

杨皓词 长春师范大学 东北地域文化视阈下历史题材剧作的审美与价值研究

金红月 吉林师范大学 张洁与朴婉绪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

李韦豫 吉林大学 拜占庭诗歌中女性人物的多重文化身份研究

张晓丹 吉林师范大学 吉林省高中英语教师采用现象图析学教学路径研究

唐革亮 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特色政治隐喻话语的英译策略及接受效果研究

金秀东 延边大学 语义类型学视阈下中日韩动词组配认知研究

李志远 东北电力大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核心术语译介与传播研究

毕筠茹 吉林大学 索尔仁尼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征探析

陈雪 长春师范大学 从键盘乐器的传入看元明清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

张荆欣 吉林大学 “一带一路”主题纪录片语篇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张玉颖 吉林工商学院 库切小说人性问题研究

孙可一 吉林大学 基于认知心理学的汉英心理时间及感知-运动系统研究

王凤 长春师范大学 《道德经》的德语译介及道家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与接受

刘垣菲 吉林大学 从民族性到人民性——别林斯基民族性理论研究

高茵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省高校外语专业“全人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陈俊达 吉林大学 辽朝节镇体制与地方治理模式

曹妙聪 长春工程学院 东北辽金玉器特征及其文化内涵研究

张晋 北华大学 近代日本环境治理理论研究

刘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项目名称略

王明昊 长春工业大学 中蒙俄经济走廊农产品贸易效率和潜力测度及吉林省应对策略研究

李晓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郭衍宏 吉林师范大学 长吉图区域中药产业国际推广的人才支撑体系研究

许文芳 吉林建筑大学 延边地区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策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