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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和
十方面实事责任分解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２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责任分解》《十方面实事责任分解》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２０１４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承“一”

启“三”之年，做好 ２０１４ 年工作至关重要。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具体责任，细化工作方案。同时，要加强协作配合，加大推进力

度，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和十方面实事的全面完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责任分解

一、李强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１ 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取消和严格管理一批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

求的行政权力，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责任单位：省编委办、省发改委、省监察厅、

省法制办。列第一位者为工作牵头单位或汇总单位，下同）

２ 研究制订省级政府部门一般不再直接向企业分配和拨付资金、不再直接向企业

收取行政事业费的具体办法。（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

省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省人防办、省物价局、省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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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开展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精简人员，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

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水平。（责任单位：省编委办、省监察厅、省人力社保厅、省法制办）

４ 加强调查研究，建设新型智库，完善政府决策咨询制度。（责任单位：省政府研

究室）

５ 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各项规定，健全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加强高素质公务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责任单

位：省监察厅、省人力社保厅）

二、蔡奇常务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６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再取消和下放一批省级审批权限，全面实行高效审批。

积极推进核准目录外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试点。（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政府审批

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７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水电气、建设用地、环境容量等资源要素差别化

定价。（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水利

厅、省物价局、省金融办、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省电力公司）

８ 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建设省级网上政务平台。（责任单位：省政府办公厅、省编

委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监察厅、省法制办）

９ 支持台州市开展促进民间投资改革试点、嘉兴市各县（市）开展各具特色的改革

试点，并适时在全省推开。加快平湖市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试点、德清县城乡体制改

革试点。积极推进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省财政厅、省环保厅，嘉兴市、台州市、德清县、嘉善县、平湖市政府）

１０ 研究制订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产业发展规划。（责

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体育局、省旅游局、

省金融办）

１１ 大力推进“４１１”扩大有效投资行动计划。改革项目管理体制，突出好项目、大

项目建设。（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１２ 改革产业集聚区管理体制，强化核心区块建设。（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编委

办、省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１３ 完善激发民资、引进外资、对接央企工作机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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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极吸引各类企业参与政府项目投资。（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教育

厅、省科技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商务厅、

省国资委、省工商局、省经合办、省侨办）

１４ 认真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继续做好援藏援疆援青等对

口支援工作。（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外办、省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

１５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健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推进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责任单位：省

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法制办、省信访局）

１６ 加强食品药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全过程监管和可追溯制度。

（责任单位：省食安办、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农业厅）

１７ 大力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切实做好国防教育、国防动员等工作。（责任单

位：省国动委综合办、省国防教育办）

１８ 研究制订省域规划，制订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规划纲要，推进

区域中心城市与相邻县市一体化发展。加强县城和中心镇改革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向

城市经济转型，着力提高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

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农办、省建设厅，相关市政府）

１９ 大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快舟山群岛新区改革发展。（责任单

位：省发改委、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２０ 支持湖州等有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开化县开展重点生态功

能区示范区建设试点，促进绿色发展、生态富民。（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农办、省财

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湖州市、开化县政府）

三、毛光烈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２１ 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大力发展新能源，建立健全节能量交易制度。（责任单位：

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建设厅）

２２ 加快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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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联动发展、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责任单位：省

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省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２３ 大力实施“四换三名”工程，淘汰改造 １０００ 家高能耗、重污染企业，完成 ５０００

亿元企业技改投资，盘活 ８ 万亩存量建设用地。（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

省环保厅、省商务厅、省质监局，省“三名”工程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２４ 实施百家龙头企业、千家品牌企业、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责任单位：

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农业厅、省商务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２５ 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长效机制，有效防

范较大事故，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和单位生产经营

活动死亡率持续下降。（责任单位：省安监局、省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

２６ 加快科技教育人才强省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大创新投入，建设创新平台，实施重点企业研究院、重大技术攻关、重点创新团队“三位

一体”自主创新推进工程。大力发展网上技术市场。（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改委、

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商务厅）

四、熊建平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２７ 全面推行“河长制”，加强重点流域、重点地区水环境综合治理，完善水环境监

管体系。加强近海海域污染防治。（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农办、省发改委、省建设

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

２８ 大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大雾霾治理力度，重点加强燃煤电厂脱硫

脱硝及除尘技术设备改造，加强机动车尾气治理，做好防治建筑扬尘、禁止秸秆焚烧、淘

汰黄标车、推广清洁汽油等相关工作。（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

公安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商务厅、省质监局、省物价局、

省气象局、浙江能源监管办、省能源集团）

２９ 加大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减排力度，研究制订推进

烟尘粉尘、总磷总氮减排的具体办法，加强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开展土壤

环境调查，做好重污染区域耕地用途调整，加强土壤污染治理技术攻关，由点到面实施

清洁土壤行动。（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农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

建设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质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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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深入开展“四边三化”行动。（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农办、省国土资源厅、省

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林业厅、省旅游局、杭州铁路办事处）

３１ 完善浙商回归工作机制，确保浙商回归投资增量、提质、扩效。（责任单位：省

经合办、省工商局、省侨办、省工商联）

３２ 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

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适时提高最低

工资标准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一步做好双拥优抚工作。（责任单位：省

人力社保厅、省农办、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地税局、省工商局、人

行杭州中心支行）

３３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责任单位：省人

力社保厅、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浙江保监局）

３４ 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有序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社

会保障待遇确定和正常调整机制。（责任单位：省人力社保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３５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养老机构、福利机构建设，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鼓

励支持民办养老加快发展。（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省残联）

３６ 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加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重大事故和重大自

然灾害保险制度。（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

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人防办、省应急办、浙

江保监局、省地震局、省气象局、省消防总队）

３７ 建立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与污染物排放总量挂钩的财政奖惩制度、与出境水

质和森林覆盖率挂钩的财政生态补偿制度，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加大环保执法力

度。（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地税局、省法

制办、省物价局）

五、王建满顾问牵头重点工作

３８ 全力打好“五水共治”攻坚战，组织实施“十百千万治水大行动”，形成“五水共

治”的工作体系。（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农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建

设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

３９ 加快污水管网建设，积极推进城镇截污纳管全覆盖、农村污水处理和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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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集中处理全覆盖，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

农办、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

４０ 全面开展水环境治理，坚决消灭垃圾河，铁腕整治黑河、臭河，全力推进防洪排

涝、城乡供水重点工程建设。（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农办、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

省水利厅）

４１ 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体系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和维护，促进城市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区域联动、城乡融合。（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

厅、省发改委、省建设厅）

４２ 调整优化村庄布局，强化农房设计服务，彰显江南地域特色。（责任单位：省建

设厅、省农办、省国土资源厅）

４３ 加大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力度，推进“二增三建一提高”。加大地下空间开

发力度，切实做好人民防空工作。（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建设厅、省公安厅、省

人防办）

４４ 继续大力推进“三改一拆”，建立健全有违必拆的长效机制，积极创建“无违建

县”。（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

六、黄旭明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４５ 大力推进“强库固堤”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饮用水供水体系建设，加强饮

用水水源保护，统筹推进节约用水一揽子政策举措。建立健全水权交易制度。（责任

单位：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

４６ 守住粮食安全红线，坚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方向，加强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

技创新，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责任单位：省农业厅、省科技厅、省国土资源厅、省

水利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粮食局）

４７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发展规模经营，扩大旱杂粮种植面积，推广新型农作制度，

推进农药化肥减量使用，完善强农惠农富农各项政策，加快建设绿色农业强省。（责任

单位：省农业厅、省农办、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粮食局、省供销社）

４８ 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对集体资产

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稳妥推进“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

走”。（责任单位：省农办、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省林业厅、省金融办）

４９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深入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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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加强平原绿化，努力提高平原地区林木覆盖率。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责任

单位：省农办、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林业厅、省文化厅）

５０ 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点做好畜禽养殖污染整治。（责任单位：省农业厅、

省环保厅）

５１ 建立健全工业用地交易制度，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责任单

位：省国土资源厅）

七、郑继伟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５２ 积极推进学前教育提质发展，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和高中段教育均衡发展，利用

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加快高校改革发展，实施

重点高校建设计划，着力提升师资队伍，建设一批全国有影响的学科，推动高等院校办

出特色、争创一流。（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５３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责任单位：省教育

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

５４ 放手发展民办社会事业，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鼓励和支持民办教育、

民办医疗、民办体育、民办文化加快发展。（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

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地税局、省体育局、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省金融办）

５５ 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公立医院管办分离，实

施优质医疗资源“两下沉、双提升”工程实施机制，全面取消以药养医，开展分级诊疗试

点。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积极推进商业医疗保险。（责任单位：省卫生

计生委、省编委办、省民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浙江保监局）

５６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责任单位：省卫生计生委）

５７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快重大文化工程建设，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

业化发展。（责任单位：省委宣传部、省编委办、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

局、省体育局）

５８ 整合农村文化、远程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加快建设农村文化礼

堂。（责任单位：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省科协）

５９ 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办好第十五届省运会。（责任单位：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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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朱从玖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６０ 加快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责任单位：省工商局、省发改委）

６１ 深化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大力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和地方金融。（责任单位：省金

融办、省财政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浙江证监局、浙江保监局，温州市政府）

６２ 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断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责任单位：省国资委、省经信委、省工商局）

６３ 加强企业与科技、金融“双对接”。（责任单位：省工商局、省经信委、省科技厅、

省金融办、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浙江证监局）

６４ 大力推进“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工作，促进市场主体加快升级。

（责任单位：省工商局、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金融办、省国税局、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浙江证监局）

６５ 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大项目建设、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充分激发民营经济活

力和创造力，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新提升。（责任单位：省工商局、省发改委、省经信

委、省国资委、省工商联）

６６ 联动推进标准强省、质量强省、品牌强省战略。（责任单位：省质监局、省经信

委、省工商局）

九、梁黎明副省长牵头重点工作

６７ 创新外贸发展方式，重点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服务贸易出口，鼓励先进装

备、关键技术、能源等重要原材料进口，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责

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质监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

检验检疫局、宁波检验检疫局）

６８ 创新外资利用方式，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探索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完善“招大、引强、选优”机制，大力引进世界 ５００ 强等优质外资项目。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工商局）

６９ 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完善支持走出去政策体系，支持企业和个人扩大对外投资，

鼓励优势企业走出去投资建立经贸合作区、制造基地、研发设计机构和市场营销网络，开

展跨国并购和国际技术合作。（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

７０ 积极争取设立舟山自由贸易港区，整合提升各类保税区、开发区。深化义乌国

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加快建设义乌“无水港”。（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编委办、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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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委、省国土资源厅、省口岸办、杭州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检验检疫局、宁波检验检疫

局、省边防总队）

７１ 组织 ５０００ 家实体企业发展电子商务，推动电商平台国际化，办好浙台经贸合

作区。（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省经信委、省台办）

７２ 创新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外事资源优势，广泛开展友城合作、对

外宣传、公共外交、民间友好、人文交流和友好结对交流，探索建立经常性交流机制。

（责任单位：省外办、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商务厅、省侨办、省贸促会）

十方面实事责任分解

一、加强污水治理。

１ 基本消灭垃圾河，有效治理黑河、臭河 １０００ 公里。（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水

利厅、省农办。列第一位者为牵头单位，下同）

２ 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６９ 个没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建制镇年内全部开工建

设。（责任单位：省建设厅）

３ 加强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７５ 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水质达到国家一级 Ａ

类标准。（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环保厅）

二、加大雾霾治理力度。

１ 开展新一轮燃煤电厂脱硫脱硝及除尘技术设备改造，年内有 ２０％的燃煤电厂启

动实施。（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物价局、浙江能源监管办、省能

源集团）

２ 淘汰 １０ 万辆黄标车，有效削减 ＰＭ２ ５ 排放。（责任单位：省环保厅、省公安厅、

省商务厅、省交通运输厅、省财政厅）

三、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１ 继续大力推进“三改一拆”，建立健全有违必拆的长效机制，积极创建“无违建

县”。（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

２ 全面推进农村污水治理，受益农户达到 １１０ 万户。（责任单位：省农办、省环保

厅、省水利厅）

３ 加大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工作力度，设区市市区公交分担率平均提升 ２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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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

四、全面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行动。

１ 所有县（市、区）建成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室，对公众免费开放。（责任单位：省

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２ ２００ 家城镇农贸市场改造成为“放心市场”。（责任单位：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

监管局、省农业厅、省财政厅）

３ 三分之一城镇超市设立“放心柜”。（责任单位：省商务厅）

五、稳步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１ 四档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 ８％以上。（责任单位：省人力社保厅）

２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比增长 ８％以上。（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

厅）

３ 开工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 １５ 万套，竣工 １１ ５ 万套。（责任单位：省建

设厅、省财政厅）

六、积极推进标准化中小学校建设。

标准化中小学校比率达到 ６５％，比上年提高 １０ 个百分点。（责任单位：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七、完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

１ 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建设，年内实现制度全覆盖。（责任单位：省人

力社保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浙江保监局）

２ 完善困难群众大病救助机制，各县（市、区）按户籍人口不低于人均 １３ 元标准筹

集医疗救助资金。（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卫生计生委）

八、加强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１ 新增农村文化礼堂 １０００ 个。（责任单位：省文化厅）

２ 农村应急广播体系覆盖 ３０％的村庄，两年实现全覆盖。（责任单位：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

九、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新建 ４０００ 个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新增机构养老床位 ２ 万张。（责任

单位：省民政厅）

十、省市县三级政府“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削减 ３０％，全部用于“五水共治”。（责

任单位：省财政厅、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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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浙江省第十七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情况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２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积极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了

理论支持。经评审并报省政府同意，《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

路径》等 １９９ 项论文、著作和研究报告为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现予

以通报。

希望上述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新绩。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要学习先进，开拓创新，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进物

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附件：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

附件

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突出学术贡献类（空缺）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类优秀成果（共 １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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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１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１ 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

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
论文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二等奖（３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２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当代魅力 著作 郭宝宏 宁波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３ 保持党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论文 袁海平、顾益康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农

林大学
求是

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经验与

启示
著作 周光迅、李芳等

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三等奖（６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５ 党政干部问责制研究 著作 高国舫、王柳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６ 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论文 胡建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哲学研究

７ 红船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著作 胡建成等 嘉兴学院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８ 社会调节机制论 著作 万斌、王学川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

江科技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９ 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新思维 著作 叶山土 浙江师范大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１０ 斯大林思想与 ２０ 世纪世界社会
主义

论文 张万杰 浙江工商大学 学术论坛

三、应用理论与对策咨询类优秀成果（共 ５２ 项）

一等奖（５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１ 转型期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

问题研究
著作 池仁勇、林汉川等 浙江工业大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４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４ 期



２ 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地方社会转

型———以义乌为例
著作 董明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 人力资本水平：方法与实证 著作 钱雪亚 浙江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４ 企业劳动关系稳定的法律问题研

究
著作 钱叶芳 温州大学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５ 行政审批制度“宁波模式”与政

府自身改革研究

研究

报告

朱新力、骆梅英、

唐明良、石肖雪、

黄玉寅

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二等奖（１４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６ 网络众包模式下开放式创新机制

与激励政策研究

研究

报告

范柏乃、叶伟巍、

王晓蓬、陈钰芬、

陈勇、蒋芬

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省

科技信息研究院

７ 基于市场机制的节能减排理论、

实践与政策
著作 胡剑锋、魏楚 浙江理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８ 宁波文化强市建设研究 著作 黄志明、姜建蓉等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ｇ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ｔ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预测经营失败：一
种集成近邻支撑向量和数据非平

衡修正的新方法———来自中国酒

店业的证据）

论文 李辉、孙洁 浙江师范大学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旅游管理）

１０ 关于加强虚拟社会科学化治理和

有效推进网络政民互动的建议

研究

报告

刘渊、王小毅、

陈熹、许小东、

杨洋、胡开远、

王少剑

浙江大学

１１ 公共投资项目绩效评估研究 著作 潘彬等 温州大学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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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论文 钱弘道、王朝霞等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

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３ 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 著作 阮建青等 浙江大学等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４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战略研究
著作

沈满洪、程华、

陆根尧等
浙江理工大学等 科学出版社

１５ 高校专利成果转化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王瑞敏、方美君、

章文君、滕青、

高洁、韦清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１６ 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研究：波动、

失衡与升值
著作 王义中、金雪军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７ 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

中小企业成长
著作 卫龙宝、傅昌銮等

浙江大学、浙江外国语

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８ 城市增长格局、过程与效应研究 著作 岳文泽 浙江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９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

估与重构
著作 祝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三等奖（３３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２０ 当代浙商与专业市场制度———传

统与变迁
著作 白小虎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１ 教育扶贫是破解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研究

报告

陈健、许迈进、

董雪兵等
浙江大学等

２２ 期权组合市场风险度量和监管研

究
著作 陈荣达 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２３ 国际油价波动的市场特征与中国

需求冲击
著作 陈宇峰等 浙江工商大学等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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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浙江工业龙头企业创新发展与转

型升级案例（第一、二卷）
著作 程惠芳等 浙江工业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２５ 长三角地区能源与低碳转型研究 著作 单胜道、王志荣等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浙

江省农业生态与能源办

公室等

科学出版社

２６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研

究
著作 丁关良 浙江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２７ 非营利组织视角下养老机构管理

研究
论文 董红亚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海南大学学报

２８ 基于复杂网络的平台扩散机制和

竞争策略研究
著作 段文奇等 浙江师范大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９ 中国都市教育竞争力研究 著作 方展画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３０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权利保障研究 著作 韩世强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法律出版社

３１
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

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

论文 江华、张建民、周莹 温州大学 社会学研究

３２ 国家、组织与妇女：中国妇女解放

实践的运作机制研究
著作 揭爱花 浙江大学 学林出版社

３３ 高校应对宗教影响：问题与对策
研究

报告

金一斌、黄岩、

吴小英、吕金海、

李虎、胡晓轩、

金涛、王秋兰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３４ 非传统威胁下中国公民海外安全

分析
著作 李晓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人民出版社

３５
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

与战略选择———一个浙江及其典

型案例的分析框架

著作 马述忠、邵建春等
浙江大学、浙江外国语

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６ 抓住“六个社”、“六个管”，实现

浙江社会管理集成创新

研究

报告

毛丹、郑晓东、

周澍、陈建胜、

黄俊尧、任强、

胡文木

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

学、中共杭州上城区委

宣传部、浙江财经大学、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中

共浙江省委党校

３７ 关于社会阶层构成变化对党的建

设影响问题的研究

研究

报告

徐仲仪、吕伯军、

陈华兴、周文彬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院
党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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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贸易媒介与资源性商品定价 著作 孙泽生 浙江科技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９ 自利性和公共性：浙商公共行为

与政府公共政策
著作 王春福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４０ 上市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研究 著作 王明琳 杭州师范大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４１
公共供求理论视域下残疾人体育

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浙江省

为例

论文 肖丽琴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体育科学

４２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国际物流

岛”的思路及配套政策研究

研究

报告

肖亮、郑勇军、

琚春华、王璐雅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

工大学

４３ 海外研发资本对中国技术进步的

知识溢出
论文 肖文、林高榜 浙江大学 世界经济

４４ 我国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和创新研究
著作 徐绪卿 浙江树人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４５ 社会包容与信访制度创新研究
研究

报告
叶笑云 宁波大学

４６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

与资源效应
论文

于蔚、汪淼军、

金祥荣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

学
经济研究

４７ 做孩子成长的良师益友———给家

长的四十条建议
著作

张绪培、王健敏、

刘惠玲等

浙江省教育学会、浙江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浙

江省教育厅等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４８ 传统文化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与

经营———以浙江为对象
著作 郑万青、牛强 浙江工商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４９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老龄问题研究 著作 郅玉玲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０ 浙江海洋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周达军、崔旺来等 浙江海洋学院 海洋出版社

５１ 山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著作 周永广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２ 中国能源安全中的美国因素 著作 周云亨 浙江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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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理论研究类优秀成果（共 １３７ 项）

一等奖（２３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１ 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 论文 陈林林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２ 《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 著作 程水龙 温州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３ １６ 世纪至 １９ 世纪初西人汉语研
究

著作 董海樱 浙江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４ 罗伯特·瓦尔泽与主体话语批评 著作 范捷平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 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 著作 方一新、高列过
浙江大学、浙江外国语

学院
人民出版社

６ 黄宗羲长传 著作 方祖猷 宁波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７ 明清汉语疑问句研究 著作 傅惠钧 浙江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８ 产业规制的主体行为及其效应 著作 何大安 浙江工商大学
上海三联书店，上

海人民出版社

９ 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 著作 胡可先 浙江大学 中华书局

１０ 楚辞与简帛文献 著作 黄灵庚 浙江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１ 教育与正义———教育正义的哲学

想象
著作 金生蚆 浙江师范大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１２ 财政分权、财政政策与需求结构

失衡
著作 李永友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１３ 中国医籍续考 著作 刘时觉 温州医科大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４ 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 著作 王晓初 绍兴文理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５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ｏｌｄ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ａｐ
（数字鸿沟影响更大吗？比较新

旧媒体使用对知识沟的不同效

果）

论文 韦路等 浙江大学等

Ｍａ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大众传
媒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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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互动

发展———以浙江省为例
著作 魏江、周丹

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

技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１７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的中译论争历史
考察

著作 文炳 浙江理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１８ 社会资本、融资结网与企业间风

险传染———浙江案例研究
论文 吴宝、李正卫等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工业大学
社会学研究

１９ 中国古代曲体文学格律研究 著作 俞为民 温州大学 中华书局

２０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

度基础
论文 郁建兴、高翔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１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研究 著作 郑国华 宁波大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２２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转型———移

植、调适与发展
著作

周谷平、张雁、

郭晨虹等

浙江大学、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杭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等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３ 清诗考证 著作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等奖（４４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２４ 晚清媒介技术发展与传媒制度变

迁
著作 陈钢 浙江师范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２５ 现代汉语形容词与形名粘合结构 著作 陈青松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６ 丰子恺评传 著作 陈星 杭州师范大学 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７
认知风格影响课堂学习行为机制

初探———基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

视角

著作 程宏宇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８ 体育赛事产业区域核心竞争力形

成机制研究
著作 丛湖平、罗建英

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

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９ 中华竹韵（上、下册） 著作 范景中 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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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基于科学 ／经验的学习与企业技
术创新

著作 郭爱芳、陈劲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

学
科学出版社

３１ 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著作 郭勇 宁波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３２ 弈棋风格的心理学研究 著作 胡瑜 温州大学 安徽人民出版社

３３ 文艺批评话语研究：２０ 世纪 ４０—
７０ 年代 著作 黄擎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４ 政治追求与政治吸纳：浙江先富

群体参政议政研究
著作 郎友兴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５ 教科书的农村适切性研究 著作 李长吉、张文娟 浙江师范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３６ 居间政治———中国媒体反腐的社

会学考察
著作 李东晓 浙江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

３７ 美国战争小说史论 著作 李公昭、胡亚敏 杭州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３８ 古代国际私法溯源 著作 李建忠 浙江理工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３９ 初明诗歌研究 著作 李圣华 浙江师范大学 中华书局

４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ｅｒｂ Ｖａｌｅｎｃｙ（英语动词配价的计
量特征）

论文 刘海涛 浙江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
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计
量语言学）

４１ 浙江地名疑难字研究 著作 刘美娟 丽水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４２ 学校建筑：教育意蕴与文化价值 著作 邵兴江 浙江大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４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理解当代中国政
治话语的新意：从跨文化跨历史

的视角分析和评价中国人权话

语）

论文 施旭 浙江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语言与
政治杂志）

４４ 希腊化哲学主流 著作 石敏敏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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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阳明佚文辑考编年 著作 束景南 浙江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４６

Ｍｕｌｔｉ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管理信息
系统多层次分析研究：中国企业

资源计划系统使用案例）

论文 孙元等 浙江工商大学等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企 业
信息系统）

４７ 江浙财团研究 著作 陶水木等 杭州师范大学等 人民出版社

４８ 基督教与罗马私法———以人法为

视角
著作 汪琴 浙江农林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４９ 晚清的基点———１８４０—１８４３ 年
的汉奸恐慌

著作 王瑞成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０ 义乌敲糖帮———口述访谈与历史

调查
著作 王一胜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５１ 道行天下：南宋浙东学派论 著作 王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２ 区位迁移与企业成长理论与实证

研究
著作 吴波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

社

５３ 生成中的中国教育学研究 著作 吴黛舒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系动词的理解：语义
不确定性与语用充实过程）

论文 吴义诚 浙江大学 Ｌｉｎｇｕａ（语言）

５５ 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 著作 杨雨蕾 浙江大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５６
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

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

跨学科研究

论文 叶航 浙江大学 经济研究

５７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 著作 叶晔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８ 视觉隐喻———拉康主体理论与电

影凝视研究
著作 曾胜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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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教学 著作 张光陆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０ 中国省际工业新产品技术效率研

究
论文 张海洋、史晋川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大

学
经济研究

６１ 学术组织再造：大学跨学科学术

组织的成长机制
著作 张炜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６２ 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 著作 张彦 浙江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６３ 城市化度与生活结构 著作 张云武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４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非哲学化趋

势研究
著作 郑祥福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５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ｅｓ（服务多
类需求的多阶段组装系统的最优

控制研究）

论文 周伟华等 浙江大学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运筹学研究）

６６ 理性的空间：集聚、分割与协调 著作 朱希伟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６７ 浙江省老年人口生活状况及其性

别差异研究
著作 朱旭红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三等奖（７０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　 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名称

６８ 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 著作 曹锦炎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６９ 教师教材观研究 著作 陈柏华 宁波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７０ 当代中学生的学习生活与课业负

担
著作

陈传锋、陈文辉、

董国军、金一波、

赵晶、孙亚菲、

杨娜等

湖州师范学院、宁波市

教育局、宁波市镇海区

中兴中学、宁波大学、浙

江外国语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７１
华北细石叶工艺的文化适应研

究———晋冀地区部分旧石器时代

晚期遗址的考古学分析

著作 陈虹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７２ 观念世界的教育变革———现代小

说中的教育叙事研究
著作 陈桃兰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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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多渠道电子供应链决策优化与协

调研究
著作 陈远高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７４ 二语习得中的个体差异：外语学

能与工作记忆
著作 戴运财 浙江农林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７５ 艺术教育的认知原理 著作 丁峻 杭州师范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７６ 挖掘媒体资源富矿：基于传媒主

体的新闻信息资源利用研究
著作 范世清 浙江万里学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７７ 司法证明过程论———以系统科学

为视角
著作 封利强 浙江工商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７８ 罗马道路与罗马社会 著作 冯定雄 浙江海洋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７９ 诗意德育论 著作 冯铁山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８０ 近现代转型期中国文学论稿 著作 付建舟 浙江师范大学
凤凰出版社（原江

苏古籍出版社）

８１ 环境法律观检讨 论文 巩固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８２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 著作 顾希佳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８３ 浙江女曲家研究 著作 郭梅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８４ 发展正义论 著作 何建华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上海三联书店

８５ 法律现实主义与转型社会刑事司

法
论文 胡铭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８６ 扩权强镇与权力规制创新研

究———以绍兴市为例
著作

胡税根、余潇枫、

许法根等
浙江大学等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８７

Ｍｕｔｕａｌ Ｆｕ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 Ｑｕａｎｔｉ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ｓ 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
Ｇｒａｄｅ（共同基金治理与绩效：基
于信托责任评级的分位数回归分

析）

论文 黄英等 浙江大学等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公司治理
国际评论）

８８ 以岗位创业为导向：高校创业教

育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
论文

黄兆信、曾尔雷、

施永川、王志强、

钟卫东

温州大学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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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逆向物流管理研究：理论与浙江

实践
著作

黄祖庆、张宝友、

孟丽君
中国计量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９０ 江西道教史 著作 孔令宏、韩松涛 浙江大学 中华书局

９１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１ ａｎｄ Ｌ２（高中三年
级学生分类学联系和主题关联联

系相对意识跨语言比较研究）

论文
李德高、张仙女、

王国英

浙江大学、仙居成峰中

学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双语：语
言与认知）

９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论辩系
统的动态性：一种基于划分的方

法）

论文 廖备水、金立等 浙江大学等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人工智能）

９３ 盛世繁华：宋代江南城市文化的

繁荣与变迁
著作 刘方 湖州师范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９４ 儿童媒介识读教育 著作 刘宣文、陈钢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师

范大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

９５ 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

率
论文 罗德明、李晔等 浙江大学 经济研究

９６ 民国时期浙江对外贸易研究 著作 马丁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９７ 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 论文 梅新林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９８ 工程设计哲学———技术人工物的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
著作 潘恩荣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９９ 浙江儿童民间游戏：现状与传承 著作 秦元东、刘黔敏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００
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研

究———基于温州、杭州、湖州的实

证分析

著作 任映红等 温州大学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０１ 瓯越语语汇研究 著作 盛爱萍 温州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０２ 教师教育哲学 著作 舒志定 湖州师范学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０３ 阶段变化模型的现场应用及启

示———以体育锻炼行为为例
著作 司琦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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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

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法庭和国

家相关实践的研究

著作 宋杰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１０５ 自由实践的教育管理———美学的

视角
著作 孙玉丽 宁波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０６ 价格合谋的反垄断政策研究 著作 唐要家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０７ 唐前辞赋类型化特征与辞赋分体

研究
著作 王德华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０８ 日本古代史 著作 王海燕 浙江大学 昆仑出版社

１０９ 《祖堂集》语言问题研究 著作 王闰吉 丽水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１０ 江南山水与中国审美文化的生成 著作 吴海庆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１１ 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 著作 吴小鸥 宁波大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１１２ 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 著作
吴秀明、吴笛、

黄健、陶然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１３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

变研究
著作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１４ 课程与生活———基于西方课程思

想史的考古学判读
著作 熊和平 宁波大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１１５ 非 ＳＮＡ生产核算方法研究 著作 徐蔼婷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

社

１１６ 浙江昆剧史 著作 徐宏图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１７ 语法转喻的认知研究 著作 杨成虎 宁波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１１８ 自然的神性、人性与物性 论文 杨大春 浙江大学 哲学研究

１１９ 浙江近现代音乐教育家群体研究 著作 杨和平 浙江师范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２０ 图尔敏论证逻辑思想研究 著作 杨宁芳 中国计量学院 人民出版社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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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风险投资契约条款设置动因及其

作用机理研究
论文

姚铮、王笑雨、

程越楷
浙江大学 管理世界

１２２
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与

实证研究———以浙江民营企业为

例

著作 易开刚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２３ 韩诗外传研究———汉代经学与文

学关系透视
著作 于淑娟 浙江师范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２４ 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基于

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著作 余官胜 温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２５ 英汉下指功能新解———兼评

Ｖａｎ Ｈｏｅｋ（１９９７）的回指理论模式 论文 余泽超 浙江师范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１２６ 中国食料史 著作 俞为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２７ 财务柔性与企业投融资行为研究 著作 曾爱民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１２８ 新世纪我国师范美术教师教育研

究
著作 张道森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２９ 《新撰字镜》研究 著作 张磊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３０ 中国在业人口区域分布研究 著作 张祥晶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３１ 英国 １９ 世纪出版制度、阅读伦理
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关系研究

著作 张鑫 浙江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３２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 著作 赵晓兰、吴潮 浙江传媒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３３ 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著作 周保欣、荆亚平 浙江财经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３４ 技术联盟与创新绩效———理论分

析与实证检验
著作 周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１３５ 南宋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周膺、吴晶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浙

江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３６ 周志锋解说宁波话 著作 周志锋 宁波大学 语文出版社

１３７ 文化改革发展论：文化建设的冷

热思考
著作 朱旭光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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