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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蒋庆哲 国家社科重大专项课题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1

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唐宜红 国家社科重大专项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外资理论与政策、中美贸易

等
1

3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董秀成 国家社科重大专项课题 能源与低碳经济学 1

4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毛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新特征与监管研
究”

财政 1

5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赵映雪 竞争环境下的低碳供应链运作管理研究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

6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杨杭军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 运输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1

7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李明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 ” 预算理论与政策 1

8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吕越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战略研究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全球价值链 1

9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薛熠 中国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的度量 、预警和管理 金融学 1

10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林桂军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
中国贸易政策的模式，或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或
WTO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方向

1

11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杨军
重大冲击和变化对中国-全球农业影响模拟模型的研究和开发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研究专项
国际贸易 1

12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应用经济学 崔鑫生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营商环境 1

13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祝继高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投资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一带一路”投融资 1

14 国际商学院 工商管理 戚依南 智慧供应链服务创新平台 供应链管理 1

15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向明友 面向人工智能的言语行为博弈机制研究 语言学 1

16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金冰 文学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批评思潮研究 现当代英美文学、（新）维多利亚小说 1

17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史兴松 孵化基地企业商务沟通培训及咨询服务研究 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研究 1

18 英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孙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中外企业社交媒体意义建构的多维
研究：基于话语-认知-亲和框架”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商务话语研究 1

19 法学院 法学 王敬波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的法治建构” 行政法学 1

20 法学院 法学 梅夏英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数据的分享和控制法律体系研究 ” 民商法 1

21 法学院 法学 冯辉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催收行业监管与立法完善研究 ” 经济法 1

22 法学院 法学 左海聪 关税贸易法、出口管制法的晚近发展 国际法、涉外法治 2

23 法学院 法学 丁丁 国际法与比较法视角下的中国碳交易法制体系建设研究 国际经济法 1

24 法学院 法学 陈学权 刑事诉讼中财产辩护的理论与实践 刑事诉讼法学 1

25 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吴卫星 中国消费金融的发展、风险与监管研究 消费金融、家庭金融 1

26 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周荣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之谜”研究 债券市场 1

27 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邱兆祥 提高金融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质效路径研究 金融理论与实践 1

28 金融学院 应用经济学 田秀娟 大数据背景下金融与科技融合机理及风险管控研究 数字经济 1

29 外语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 冯晓虎 区域国别研究 一带一路/金砖国家 2

30 保险学院 应用经济学 谢远涛 人身险保险条款解析研究 精算学、量化风险管理、保险学 1

31 保险学院 应用经济学 张冀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我国中等收入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 ” 金融风险管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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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险学院 应用经济学 王稳 “一带一路”境外项目风险防控体系研究 风险管理 1

33 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 戴长征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国际比视野下的中国国家认同构建研

究
国际关系、政治学理论 1

34 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 董青岭 基于大数据的国家安全态势感知原理及冲突数据库建设 国家安全 1

35 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 魏玲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大研
究专项“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1

36 国际关系学院 政治学 陈须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政治 1

37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政治学 夏文斌 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系统观念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1

38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蓝庆新
贵州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
研究/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库决策咨询项目 （省部级重大）：我市打造全球数字
经济标杆城市政策体系研究

国际经济 2

39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邓慧慧
北京市首都高端智库决策咨询项目 （省部级重大）：北京市平台经济发展研
究

区域与城市发展 1

40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

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桑百川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研究 国际经济关系 1

41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

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庄芮 北京“两区”建设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研究 区域经济研究、国际经济关系 1

42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国际经

济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李光辉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课题研究项目 自贸试验区、沿边开放研究 1

43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

新与治理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夏友富 建设中国（甘肃）有色金属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战略构想 全球创新、产业国际合作、开放问题研究 1

44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

新与治理研究院
应用经济学 黄海刚 民营企业国际合作研判分析

全球创新、科技治理、产业国际合作、开放问题研
究

1

45
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中国世

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理论经济学 刘斌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背景下的 WTO

改革研究”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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