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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合作导师 在研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1 文学院 徐正英 唐前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学综合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

2 文学院
文学院导
师组

莫言家世考证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语言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

3 历史学院 韩建业
1.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

2.中国西北地区环境变迁与农牧文明形态演化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

考古学 先秦考古学

4 历史学院 黄兴涛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5 历史学院 朱浒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 中国史 中国近现代史

6 哲学院 臧峰宇 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文本研究 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选项目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7 哲学院 张风雷
宗教在当前我国社会中的发展、变化、特点、

趋势与需要把握的重大问题
中央统战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 哲学 宗教学

8 哲学院
哲学院导
师组

康德往来书信全集译注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哲学 宗教学

9 经济学院 李勇
宏观金融研究中的潜在变量模型的统计推断方

法及其应用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10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
导师组

中高速增长阶段收入分配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
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理论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

11 应用经济学院 郑新业 中国家庭能源消费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能源经济学

12 财政金融学院 张顺明 概率扭曲、有限参与和非线性定价规则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金融学

13 统计学院 田茂再

1.大数据非参半参数分层分位回归建模基础理
论方法及应用；

2.基于分位回归与鞍点逼近方法的复杂数据分
析

1.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2.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统计学 数理统计

14 统计学院 赵彦云

1.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创新统计体系研
究；

2.对外贸易数字化发展指数研究；
3.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互联网统计体系研究；

1.科技部委托项目；
2.商务部委托项目；
3.文化旅游部委托项目

统计学 社会经济统计

15
统计与大数据

研究院
朱利平 监督学习的降维理论与优化方法 北京市自科基金重点研究专题项目 统计学 统计学

16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张利庠 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17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程国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及协调
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食品经济管理

18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仇焕广 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国家自科重点国际合作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19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马九杰

1.数字金融发展在农村金融空间配给缓解和实
体经济金融普惠中的作用研究；

2.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的理论、实践
与政策研究

1.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

20
农业与农村发

展学院
仝志辉

1.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奠基:山西、浙江农业合
作化比较研究；

2.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历史经验
研究

1.中国人民大学重大项目；
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农林经济管理 农村发展

21 法学院 王轶 构建科学化现代化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重大专项 法学 民商法学

22 法学院 高圣平 《民法典》担保制度体系研究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民商法学

23 法学院 石佳友 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民商法学

24 法学院 姚辉 案件繁简智能分流技术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项目 法学 民商法学

25 法学院 时延安 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刑事法治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刑法学

26 法学院 付立庆 诈骗罪的构造及其展开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法学 刑法学

2021-2022学年秋季学期科研博士后拟招收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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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法学院 杨东
在法治轨道上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

展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经济法学

28 法学院 竺效 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学

29 法学院 汤维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程序法治研究 北京市习中心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法学 诉讼法学

30 法学院 肖建国 民事强制执行法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法学 诉讼法学

31 法学院 石静霞 “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法学 国际法学

32
马克思主义学

院
侯衍社 新中国（1949-2019）发展观的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项目 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33
马克思主义学

院
陈家刚

1.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党的执政安全；
2.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 党的建设

34
马克思主义学

院
张秀琴 国外学界《资本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

35
社会与人口学

院
赵延东

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基础理论方法数据平台与伦
理规范研究

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社会学 社会学

36 国际关系学院 李巍 产业政治与美国霸权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政治学 国际关系

37 国际关系学院 王英津 新时代“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北京市习中心项目、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政治学 中外政治制度

38 国际关系学院 许勤华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 政治学 国际政治

39 新闻学院 胡百精 中国传播思想史与古典文献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40 新闻学院 刘海龙 新媒体技术与网络民族主义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41 新闻学院 匡文波
1.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2.两微舆情生成、传播和治理机制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字节跳动委托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42 新闻学院 王润泽 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 新闻传播学 新闻学

43 新闻学院 殷强
1.新技术影像与社会再生产研究；
2.北京冬奥会的国际传播研究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44 新闻学院 钟新
1.共情传播视野下节日文化传播与国际中文教

育融合策略研究；
2.《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22发布）

1.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点项目；
2.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新闻传播学
广播电视
国际传播

45 新闻学院 周蔚华
1.新中国70年来我国出版管理体制改革的演进

研究；
2.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

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新闻传播学 传媒经济学

46 新闻学院 周勇
1.当前对美经贸舆论斗争的策略研究；

2.健全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与提升中国
国际话语权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新闻传播学；
2.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新闻学

47 环境学院 李岩 工厂可持续管理及改进验证关键技术研究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48 环境学院 蓝虹
1.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研究；
2.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研究

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2.无

理论经济学
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

49 环境学院
环境学院
导师组

完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公共管理 可持续发展管理

50 物理学系 张威
激子-极化子凝聚和囚禁离子体系中的量子开系

统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物理学 原子分子物理

51 物理学系 李茂枝
非晶合金拓扑序的探索与结构性能关联性的研

究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52 物理学系 卢仲毅
免除负符号问题的DFT+DMFT电子结构计算方法

和相应计算软件包的开发及应用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53 物理学系 季威
磁性二维材料层间非共价相互作用下的磁耦合

机制及磁性调控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物理学 凝聚态物理

54 化学系 李志平
烯烃三组分过氧化反应：有机过氧化合物的合

成与应用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化学 有机化学

55 商学院 戴德明
面向国际趋同的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优化路径研

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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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商学院 张敏 审计师激励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57 商学院 袁蓉丽
企业战略选择对创新模式的影响机理及其经济

后果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58 商学院 姜付秀 企业的融资约束与融资策略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重大项目 工商管理 财务学

59 商学院 朱万山 提前经济指标的服务备件需求预测与库存管理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60 商学院 易靖韬
基于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中国多产品企业的

国际化行为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61 商学院 江伟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的供应商与主要客户合谋行

为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会计学

62 商学院 王凤彬
成熟企业战略创业生态系统的生成机制与循环
效应—兼对中国“五行学说”科学化的探索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63 商学院 赵晶
跨国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研究—基于文本

分析的方法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工商管理 企业管理

64 公共管理学院 杨开峰

1.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改革
路径与治理效果；

2.党的创新理论引领贯穿中国公共管理学知识
体系研究

1.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专项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65 公共管理学院 丰雷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微观机制研究：动态

变迁模型的构建及检验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应用经济学

房地产经济与管
理

66 公共管理学院 杨宏山 中国特色政策试验与政府间学习机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公共管理
公共财政与公共

政策

67 公共管理学院 严金明 地球表层国际公地治理模式与政策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公共管理 土地资源管理

68 劳动人事学院 杨立雄
中国残疾人家庭与社会支持机制建构及案例库

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

69 劳动人事学院 罗楚亮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稳定和扩大就业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70 劳动人事学院 易定红 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重大问题研究 财政部委托项目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71
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
安小米 我国政府数据治理与利用能力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

信息资源管理

72
信息资源管理

学院
钱明辉 可持续流通认证关键技术研究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图书情报与档案
管理

情报学

73 教育学院 刘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九个坚持”重要论述研究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公共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74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文继荣

1.跨模态大数据实时交互式分析；
2.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1.国家自科基金重点项目；
2.北京教育委员会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人工智能

75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徐君 基于强化学习的信息检索排序模型研究 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人工智能

76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窦志成

1.基于深度学习的个性化搜索技术研究；
2.基于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文件核查关键技术

研究

1.国家自科基金面上项目；
2.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人工智能

77
高瓴人工智能

学院
孙浩 物理驱动深度学习 国家高层次人才青年项目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

人工智能

应用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企业经济学

社会学 老年学

法学 经济法学

78
-
83

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

国发院导
师组

国际贸易相关课题

共同富裕相关课题

中小企业发展相关课题

平台经济、法定数字货币等的法律问题相关研究

营商环境相关课题

养老服务体系、养老产业、健康老龄化相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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