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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吕忠梅作国家基金项目申报专题辅导 

1 月 11 日下午，校长吕忠梅应邀为广大教师作了题为“国家基

金课题申报之技巧”的专题辅导。副校长张奋勤，各院系分管科研工

作的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科研处处长许传华主持辅导

会。  

吕忠梅结合自己申报和评审基金项目的亲身经历，简要介绍了影

响课题中标的诸多因素，包括管理因素、选题的学术因素、基金的政

策因素等，她从学术、管理、政策等视角进一步分析了项目申报落选

的诸多原因。  

吕忠梅从科研课题申报的常识入手，结合国家基金项目的定位，

强调了项目申报要坚持政治性、学术性、应用性的方向，严格把好“两

口”（即立项口和结项口）和“两关”（即政治方向和学术质量）。  

关于申报项目的选题，她从选题原则、选题程序、选题技巧等三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项目选题要坚持需求性、创新性、先进性、

科学性、可行性和效益性。吕忠梅还强调，申报项目选题要巧妙，内

容要新颖，论证要严谨，方法要科学，基础要充实，形式要完备。 

我校举行金融高层研讨会 

1 月 14 日，由我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主办，《银行家》杂志社协办，我校金融学院、湖北金融发展与金

融安全研究中心承办，以“人民币价值悖论下的政策选择”为主题的

高层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骏教授、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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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何德旭教授、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

级经济学家苑德军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刘伟林处长、吴光明

副处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叶永刚教授、黄宪教授、江春教授、

魏华林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刘冬姣教授、陈红教授、湖

北大学商学院朱小梅教授、我校副校长吴少新教授、漆腊应教授以及

我校金融学院院长朱新蓉等专家学者就当前“人民币价值悖论下的政

策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研讨会开幕式由副校长张奋勤教授主

持，校长吕忠梅教授、《银行家》杂志社王金忠总经理分别致辞。 

著名金融学家周骏指出，中国的货币需求与美国的货币需求有着

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经典的理论运用于自己的改革实践，

中国已经有了自己成功的改革经验，中国的货币政策应体现中国自己

的特色；苑德军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应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

式、稳物价、保就业”这几个目标间寻求平衡，并着眼于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何德旭针对中国目前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包括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农村信用社改革、

存款保险制度的设计等问题；吴少新以“米德冲突、蒙代尔原则与中

国的破解之路”为题，深入研究了解决当前人民币价值悖论的对策，

认为中国应将汇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蒙代尔原则可以作

为破解悖论的可行之策；江春认为，收入分配失衡是导致人民币价值

悖论的根本原因，因此，应从制度设计入手，解决分配失衡问题，进

而化解人民币价值悖论；朱小梅认为调整中国现行的汇率政策应作为

化解此悖论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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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制改革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1 月 15 日，由我校和公共财政国际基金会、巴黎第一大学、欧

洲公共财政研究所联合主办，我校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地方财税制

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以“财政体制改革与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法国、葡萄牙、巴西和摩洛哥 4 国的

13 位外籍专家，以及国家财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 12 所国内高校的 60 多位专家学者就

财政管理体制创新、财政收入体制改革以及财政监督体制改革进行了

广泛深入研讨。 

全省普通高校科技、社科统计年报汇总会议在我校召开 

3 月 2-4 日，全省 2010 年度普通高校科技、社科统计年报汇总会

议在我校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高校负责科技、社

科统计工作的 10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省教育厅主办，我校承办。

省教育厅科技处、思政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副校长张奋勤代表学校

致欢迎辞，科研处处长许传华介绍了我校科研工作的总体情况。 

会上，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分别审核了 2010 年度全省普通高校科

技、社科统计报表，审核汇总了全省统计报表电子版数据。 

许传华参加 2011 年武汉市社科基金课题座谈会 

近日，武汉市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专门组织召开了武汉市社科

基金课题座谈会。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北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等 10 多所高校，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市社科联等单位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座谈

会。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元生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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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谈会上，我校科研处处长许传华介绍了我校近年来积极开展

武汉市社科基金课题研究的各项工作，强调了我校在狠抓项目申报的

同时，也高度重视项目的结题工作。针对今年武汉市社科基金选题，

建议可以紧密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重点围绕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要战略支点、"两型社会"试验区、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等若干重大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金融学院召开国家级课题选题分析会 

为了做好 2011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的申报工作，2 月 10 日下午，金融学院召开国家级课题选题分

析会。金融学院院长朱新蓉、书记黎元奎、科研处处长许传华出席了

此次会议。  

朱新蓉院长结合自己申报和评审基金项目的经历，指出：课题申

报有两种破题方法，即问题导向破题和逻辑演绎破题；在拟定课题标

题的过程中，通过副标题体现特定的分析视角，体现所申报课题的贡

献度。黎元奎书记强调，要认真研读《课题申报指南》，拓展研究视

野，把握政策导向。许传华处长从项目的选题、研究内容的设计、创

新点和重点（难点）的把握、课题组成员的构成等方面进行了指导。

王国红、林江鹏两位成功获得国家社科课题立项的教师与大家分享了

课题申报的经验和体会。  

之后，准备申报课题的教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选题意向和研究思

路，与会的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给予了宝贵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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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举办科研学习研讨会 

3 月 24 日下午，艺术学院举行了全体教职工科研学习研讨会。

科研处处长许传华教授、金融学院青年教师林江鹏博士特邀作专题发

言。研讨会主要围绕如何提高艺术学院科研水平，提升艺术学院科研

层次两大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艺术学院副院长顾琛主持了本次活

动。 

许处长首先对艺术学院近年来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尤其在平台建

设、跨学科研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充分

肯定。接着，他结合自己从事科研的具体实践和亲身经历，跟全院教

师进行了经验交流。他认为：作为教师，要做好科研工作，一是要有

明确的学术方向。二是要高度重视学术熏陶，要用学术精神，凝聚坚

持。三是积极发挥团队作用。要以项目研究为纽带，围绕一个领军人

物，加盟一个创新团队。四是坚持开拓创新。五是既要充满激情又要

保持理性。 

林江鹏博士结合自己具体做科研的实际，作了题为“科学研究漫

谈”的专题发言。他指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一要打下扎实基本功，

掌握多种科学分析方法、工具；二要多学科交叉渗透，开辟科研新视

野；三要组织精干团队，开展合作交流。同时，林博士结合自己近年

来申报国家级项目的经验，具体针对填写高层次科研项目申请书中应

注意的若干问题与细节作了详细说明。 

最后，艺术学院院长陈义就“如何更加合理的评价艺术专业科学

研究”这一问题与两位嘉宾和全院教师展开交流，他表示，艺术专业

相对于其他专业有其特殊性，艺术专业科学研究应该不仅仅只包含论

文、课题，考评体系也应该更加包容，应该更加重视艺术作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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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值，从而使整个科研考评体系更加符合艺术专业特点，更加有利

于艺术专业的发展。 

科研项目  

吕忠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免于鉴定顺利结项 

由我校校长吕忠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环境

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研究》（批准号 06&ZD034）免于

鉴定，顺利通过结项，结项证书已发放课题组。这是中国环境法学的

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办对课题组成果和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

符合免于鉴定条件，直接结项。国家社科规划办还对该课题发出了专

门一期管理简报,对课题组的工作情况和经验、成果以及所产生的社

会影响予以介绍。  

另悉，由吕忠梅主持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环保公益性专项

——《环境铅、镉污染的人群健康危害法律监管研究》获批并由国家

资助经费 429 万元。 

我校一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项目通过成果鉴定 

1 月 8 日下午，由我校校长吕忠梅教授主持的 2010 年度湖北省

重大调研课题基金项目《湖北省水资源保护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成果

鉴定会在我校举行。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基金管理领导小组成员、省

委政研室副主任孙西克代表项目管理方参会，由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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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张绍明任组长的来自不同领域的五位专家、学者作为评审组成

员与会。  

会议由副校长张奋勤教授主持。课题负责人吕忠梅向评审专家汇

报了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课题组成员王丹针对本次课题研究所利用

的计量方法与模型向专家组作了专题汇报。  

经过鉴定，评审组专家一致认为，该课题选题意义重大，研究思

路清晰明确，研究方法科学合理，论证充分，研究结论客观准确，对

策建议务实可行，是水资源保护体制机制创新多学科研究的重大成

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同意结题。并建议对该研究成果作进一步完

善后，提供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在决策中研究采纳。 

30 项课题获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文件（鄂教思政[2011] 3 号）精神，我校 30

项课题获得 2011 年度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 30 项是： 

重点项目（4 项） 

李卫星  基于 Flash Media Server 的图书馆视频服务系统解决方案 

王国平  网络环境下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实践与改革探索 

余小高  基于客户偏好的电子商务推荐系统研究 

张  功  大学毕业生就业“跳槽”现象研究 

一般项目（3 项） 

汪利虹  湖北大型连锁零售企业食品配送效率研究  

夏  明  飞越“黑板经济学”：探索“两有三实”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

理财学专业为例 

袁莉萍  高校“阳光体育运动”的实施对校园体育文化影响的研究  

专项任务项目（1 项） 

吕斐宜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以武汉地区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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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项目（20 项） 

陈  炼  系统功能语言言学视角下对外推介英译研究---以武汉为例 

陈媛媛  发展视域中的湖北媒体形象研究 

董育军  制度背景、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 

黄守岗  经典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未知结构研究 

李红艳  湖北省物联网产业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李燕燕  湖北省体育产业开发的比较优势及发展对策研究 

李  毅  湖北政策性农业保险风险管理绩效研究 

林  晶  促进大学生就业的财税政策研究 

刘晓凤  中印高等教育支出绩效评价比较研究 

毛  焱  基于 SERVQUAL 量表的湖北省旅行社服务质量评价与管理 

彭  玲  基于“众包”的湖北省创新创业平台构建研究——以东湖高新技术

开发区为例 

石  瑛  利用“英语戏剧社”进行大学英语实践教学及构建第二课堂的探索

研究 

谈多娇  西方财务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研究 

吴兆凤  莎士比亚戏剧与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 

张  诚  我国体育领域隐性营销的法律问题研究 

张桂刚  情报信息网处理基础理论研究 

张  冕  基于 SCOR 的绿色供应链柔性问题研究 

郑绪涛  国际 R&D 的溢出效应、吸收能力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周谨平  二语心理词汇语义网络构建激活的实证研究---基于英语专业学生

阅读能力的调查  

邹晓涓  循环经济视野下湖北省废弃物处理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委托项目（1 项） 

韩  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彩教案 

指导性项目（1 项） 

黄  旭  应对就业困境的高校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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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获准教育厅 2011 年度科研项目计划 16 项 

根据湖北省教育厅文件（鄂教科函[2011]11 号）精神，我校获

准教育厅 2011 年度科研项目计划 16 项，这 16 项是： 

重点项目（6 项） 

曾宇容  不常用备件联合采购与配送调度整合优化模型研究——基于差分

进化算法  

张远为  湖北省保险公司利益风险测度与管理体系研究 

顾  琛  跨文化视域下的动画美学研究  

张奋勤  农民工就业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经济控制论方法  

许传华  武汉区域金融建设研究 

卢圣泉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区域人才集聚与竞争战略研究 

青年项目（8 项）  

冷凯君  基于约束理论的闭环供应链协调优化研究 

刘  迅  供应链融资:模式、运行机理及信用风险研究 

李亚林  区域品牌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机理、路径及对策 

张晓京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研究——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

湖北段为例  

李  媛  使用定向天线的时分多址 Ad Hoc 网络带宽保证的服务质量路由协

议研究 

田  浩  语义 Web 环境下金融信息本体构建与服务发现方法研究  

孙永平  湖北省资源枯竭型城市替代产业培育政策研究 

高  刃  基于认知无线网络技术多信道 MAC 协议研究 

指导性项目（2 项） 

刘晓凤  高等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湖北省 VS印度西孟加拉邦  

戢  莉  作为世界英语一国别变体的中国英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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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陈建华赴香港城市大学访学  

2011 年 1 月，新闻传播学系青年教师陈建华博士完成了在香港

城市大学为期三个月的访学任务。 

去年 10 月，陈建华赴香港城市大学担任了为期三个月的高级研

究助理。针对戏曲文本与舞台中广泛存在唱“啰哩嗹”的现象，他拟

定《啰哩嗹：作为咒语的渊源及其义项的整合》为选题，广泛地查阅

《古本戏曲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等大

型丛书，对“啰哩嗹”这一语词在佛道典籍、文人文集、戏曲小说、

田野资料中的流变路径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最终成果将以系列论文的

形式展现出来。 

陈建华还参加了“昆曲传习计划”的讨论，广泛向港台学者请教

人类学、口述历史、田野考察、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并参与“北昆传

承与保护”、“台湾昆曲传习状况”、“明清研究的前景”等学术研

讨会。 

刘晓凤赴美国奥本大学蒙哥马利分校交流访问 

财政与管理学院教师刘晓凤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赴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奥本大学蒙哥马利分校（AUM）

进行为期 6 个月的交流访问，AUM 商学院的本科和研究生水平经国

际商学院联合会认证为世界顶尖的前 5%学院之列；且被《普林斯顿

评论》评为美国大学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在访问 AUM 期间，刘晓凤

老师将从事听课、学术交流活动，深入了解美国大学的教育教学方式

与育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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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志龙教授来我校讲学   

3 月 18 日，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田志龙教授应我校工商管理

学院邀请，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四号报告厅作了题为《中国企业国际化

的挑战——基于对在印度的中国企业调查》的学术报告，同参会师生

分享了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成果。 

在报告会上，田志龙首先回顾了他的印度之行的经历与收获。接

下来，田志龙基于对印度中资企业的调查与访谈，总结出中国企业“走

出去”后面临的挑战与困难。田志龙从环境差异、员工发展、组织认

同、产品/服务定位等 7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总体上中国企

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刚刚起步的新兴跨国公司成长为成熟的国际

化公司。 

针对上述困难，田志龙指出，只有通过系统的变革与创新，促进

管理水平升级，才能使中国企业更好地国际化。“全球视野、长远视

角、动态观念”将有助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成长与

崛起。 

获奖荣誉  

我校 4 项科研成果喜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奖 

第七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日前揭晓，我校教师何德旭、

姚战琪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优化升级目标和政策措施》、

李敏的《建立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体系的思考》、许传华的《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症结、成因与对策》和陈娴灵的《诉讼调解协议性质及效

力论析》等 4 项研究成果喜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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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获 2010 年金融教育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 

从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获悉，我校金融学院杨敏副教授《基

于防范道德风险的个人保险代理人激励机制研究》获 2010 年金融教

育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 

一批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受表彰 

近日，学校对 2009-2010 年度科研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

行通报表彰。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院

(原)、新闻传播学系等 5 个院系被评为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吕忠梅、

蔡红英、林江鹏、许传华、林颖、余小高、余军华、王国红、张青、

蒋国银等 10 人荣获“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2009-2010 年，我校广大教师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

科学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新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5 项，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6 项，省部级项目 22 项，厅级项目 160 项，各

类横向委托项目 29 项，中法“蔡元培项目”1 项；出版学术专著 23

部，在国家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比以往有大幅度提高，一批研究

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科研成果转化率明显提升，省部

级以上科研奖励数量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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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动态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 

获评省高校优秀研究基地 

按照《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试行

办法》和《省教育厅关于对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进行验收评估的通知》要求，省教育厅专家组对建设期满的普

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进行了验收评估，我校湖北金

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被评为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自 2004 年被省教育厅批准为

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全面落实基地

建设的各项任务，不断产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重大社会影响的科研

成果，充分发挥基地“思想库”、“人才库”和“资料库”的作用；

努力强化基地意识，加强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断深化管理模式

和运行机制改革，为服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湖北省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物流统计主题学术沙龙 

3 月 7 日下午，以“湖北交通物流统计项目研究”为主题的学术

沙龙活动在我校统计与应用数学系会议室举行。统计与应用数学系主

任刘国武教授，物流与工程管理学院副院长、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陶君成教授，以及来自相关学院的部分老师代表参加了此次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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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上，张志刚博士以《湖北交通物流统计体系设计与运行

保障研究》课题组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为主要报告内容，向各位专家汇

报了湖北交通物流统计指标体系设计的相关情况，从生产成果、生产

条件、效益与效率、固定资产投资、质量与环境等 5 个方面进行了详

细说明。听完汇报后，与会的各位专家肯定了课题组的前期研究工作，

认为统计指标体系设计合理，同时对条件、环境、创新统计及调查方

法等提出了修改意见。 

学生科研  

2010 年暑期社会实践暨学生科研表彰大会落下帷幕                       

2010 年暑期社会实践暨学生科研表彰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23 日

在我校大学生活动中心二号报告厅举行。校党委书记周元武、院长吕

忠梅、以及其他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各院系分管学生工作的人员和

获奖代表都悉数到场。  

本次表彰大会表彰了校级优秀实践团队、省级优秀服务团队、校

级实践标兵、省级先进个人等奖项，以及第二届湖北省高校“新农村，

新希望”主题实践征文活动获奖作品、优秀指导老师、省级优秀工作

者、优秀组织奖、大学生科研成果、科研标兵、大学生科研活动优秀

指导老师各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