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四版）
140 .货币政策的预期冲击与产业经济

转型效应分析——— 基于跨产业DSGE

模型的视角

作者：张伟（济南大学）

郑婕（山东省广告监测中心）

黄炎龙（同济大学）

金融研究 2014年第6期
141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

量提升——— 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

的经验分析

作者：随洪光（山东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 2013年第7期
142 .Optimal dividend problem with

a terminal value for spectrally posi-

tive Lévy processes

作者：尹传存（曲阜师范大学）

温玉珍（曲阜师范大学）
Insurance：Mathematics and Eco-

nomics 2013年第3期
143 .共享经济学

作者：张玉明 等（山东大学）

科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144 .城镇居民体育旅游风险知觉消费

行为研究

作者：李刚（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145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基本框架

作者：张卫国（山东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管理学

146 .Remanufacturer ' s product ion

strategy with capital constraint and

differentiated demand

作者：王玉燕（山东财经大学）

张媛媛（山东财经大学）
Journa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2017年第4期
147 .Geographic identification, spatial

d iffer en t ia t i on ,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ultifunction of ru-

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804

typic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作者：曲衍波（山东财经大学）

姜广辉（北京师范大学）

赵庆磊（北京师范大学）

马雯秋（北京师范大学）

张瑞娟（北京师范大学）

杨玉婷（北京师范大学）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7年

第11期
148 .海洋产业集聚与海洋科技人才集

聚协同发展研究——— 基于耦合模型

构建

作者：张樨樨（中国海洋大学）

张鹏飞（中国海洋大学）

徐子轶（中国海洋大学）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149 .Intuitionistic uncertain linguistic

partitioned Bonferroni mea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making

作者：刘政敏（山东财经大学）

刘培德（山东财经大学）
In te rnat iona l Journa l o f Systems

Science 2017年第5期
150 .随机供求下二级农产品供应链期

权合同协调研究

作者：孙国华（山东财经大学）

许垒（南开大学）

管理工程学报 2014年第2期
151 .职场欺凌对研发人员知识分享意

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作者：杜恒波（山东工商学院）

朱千林（山东工商学院）

许衍凤（山东工商学院）

中国软科学 2017年第2期
152 .Selection and Modeling sustain-

able urbanization indicators: A re-

sponsibility-based method

作者：周景阳（山东建筑大学）

申立银（重庆大学）

宋向南（重庆大学）

张晓玲（香港城市大学）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5年第56期
153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风能产

业发展障碍因素研究

作者：高建刚（聊城大学）

马中东（聊城大学）

王丙毅（聊城大学）

中国软科学 2016年第12期
154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的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的省市面

板数据

作者：李苗苗（青岛大学）

肖洪钧（大连理工大学）

赵爽（大连大学）

中国管理科学 2015年第2期
155 .土地政策的农户认知及其农地转

出响应研究——— 基于山东省287份农

户问卷调查的实证

作者：吕晓（曲阜师范大学）

臧涛（曲阜师范大学）

张全景（曲阜师范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5期
156 .A retailer-supplier supply chain

model with trade credit default risk

in supplier-stackelberg game

作者：吴成锋（青岛科技大学）

赵秋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郗蒙浩（防灾科技学院）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

ing 2017年第10期
157 .Coord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Online Channels for a Short

-life-cycle Product

作者：张玲红（山东师范大学）

汪静国（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

search 2017年第258期
158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

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作者：王成新（山东师范大学）

王波涛（山东师范大学）

王翔宇（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年第8期
159 .我国体育用品品牌竞争力研究

作者：张颖（山东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160 .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非均衡问题

研究

作者：张务伟（山东农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161 .子公司动态竞争能力培育机制及

效应研究

作者：徐鹏（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政治学

162 .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视角下两种

经济全球化模式比较研究

作者：朱燕（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年第10期
163 .民生取向：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

建设的基本价值诉求

作者：李合亮（烟台大学）

教学与研究 2017年第10期
164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东亚国家间信

任建构：理论框架与现实路径

作者：刘昌明（山东大学）

杨慧（山东大学）

国际观察 2016年第6期
165 .在效用与历史之间——— 休谟合法

性思想析论

作者：刘洋（山东大学）

张铭（山东大学）

文史哲 2017年第2期
166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

理：基于农业型、非农型、工商型

地区社区治理改革的比较分析

作者：李增元（曲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12月
167 .斯大林国家利益观研究

作者：秦正为（聊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6月
16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

义”比较研究

作者：赵明义 等（山东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法学

169 .“交易安全”影响物权变动模式

的原理与谱系——— 以“流通频率”

变量为线索的展开

作者：刘经靖（烟台大学）

法学论坛 2017年第2期
170 .“善治”视野中的国家治理能力

及其现代化

作者：魏治勋（山东大学）

法学论坛 2014年第2期
171 .刑法的边界研究

作者：杨春然〔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3年9月
172 .环境资源犯罪常规性治理研究

作者：侯艳芳（山东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173 .第三国强制规范在法院地国的适

用研究

作者：董金鑫〔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哲学社会学

174 .集体主义的虚无思想倾向评析

作者：马永庆（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7年第2期
175 .本质概念：从实在论到偶态论

作者：孙清海（山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 2014年第12期
176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

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作者：陈秀红〔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妇女研究论丛 2017年第1期
177 .学术史视域中荀子的崇学观及其

与孟学的分野

作者：张明（山东社会科学院）

东岳论丛 2017年第9期
178 .仁礼关系与仁的形而上学结构及

其思想史意义

作者：杨晓伟（山东社会科学院）

东岳论丛 2017年第2期
179 .论张载气学的特点及其人文关怀

作者：曾振宇（山东大学）

哲学研究 2017年第5期
180 .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

其中”

作者：黄启祥（山东大学）

文史哲 2017年第3期
181 .城市贫困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及其

防贫研究——— 基于山东省三个城市

的调查

作者：陈岱云（济南大学）

陈希（山东社会科学院）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
182 .物道主义形而上下学

作者：高懿德（曲阜师范大学）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年12月
183 .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律：一种学科

的穿越与融合

作者：牟利成（山东财经大学）

法律出版社 2013年5月

文学语言学

184 .浩然的尴尬文学史地位

作者：李杰俊（曲阜师范大学）

文艺争鸣 2014年第3期
185 .强制阐释、后现代主义与文论重

建

作者：李自雄（山东大学）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期
186 .龚自珍“壬午受谗”本事与龚、

顾恋情探微

作者：朱家英（山东大学）

文学遗产 2015年第2期
187 .百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译介创作

与出版传播

作者：卢军（聊城大学）

出版发行研究 2016年第11期
188 .现状与问题——— 女性主义叙事学

的本土化实践

作者：孙桂荣（山东师范大学）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4期
189 .论康德自然概念的三个层次

作者：胡友峰（山东大学）

文艺理论研究 2014年第6期
190 .论明代小说选本对传奇小说的改

编及其文体学意义

作者：任明华（曲阜师范大学）

文艺理论研究 2017年第1期
191 .汉语否定处置句研究

作者：张俊阁（山东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5期
192 .三城记：异邦体验与老舍小说的

发生

作者：韩琛（青岛大学）

文学评论 2017年第5期
193 .近代小说中的文学“地图”与城

市文化

作者：张袁月〔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文学评论 2014年第3期
194 .《世说新语》美学研究

作者：董晔（烟台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195 .尔雅义疏

撰：（清）郝懿行

点校：王其和（山东师范大学）

吴庆峰（山东师范大学）

张金霞（山东师范大学）

中华书局 2017年10月
196 .清代杜集序跋汇录

辑校：孙微（山东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197 .《聊斋俚曲集》方言俗语汇释

作者：张泰（临沂大学）

九州出版社 2015年12月
198 .近现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

究

作者：刘丽霞（济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10月
199 .张炜“半岛”世界空间解码

作者：路翠江（鲁东大学）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11月
200 .海岱古文字概览

作者：刘悦（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孙启友（淄博职业学院）

文物出版社 2017年11月

文化学

201 .供给侧改革与文化产业创新

作者：刘昂（山东艺术学院）

齐鲁学刊 2017年第6期
202 .图书馆联盟协同创新过程研

究——— 基于知识流动的视角

作者：孔繁超（曲阜师范大学）

图书馆 2015年第2期
203 .欧洲古建筑保护体系的形成与启

示

作者：顾方哲（济南大学）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204 .论卢托斯拉夫斯基《前奏曲与赋

格》中的秩序原则

作者：孙志鸿（山东艺术学院）

音乐研究 2017年第2期
205 .探索柳琴戏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作者：严可〔齐鲁工业大学（山东

省科学院）〕

光明日报 2017年第24697号
206 .大福利视域下传统体育社团的功

能透视

作者：尹海立（鲁东大学）

颜辉（鲁东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7年第4期
207 .论融媒体形态演进与智媒时代的

开启

作者：张成良（鲁东大学）

甘险峰（暨南大学）

中州学刊 2017年第9期
208 . 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大众文化

意义的生成

作者：李慧君（聊城大学）

文艺研究 2017年第12期
209 .《新翻（羽）调绿腰》新解———

兼与郑祖襄先生商榷唐代“翻”字

之含义

作者：尹蕾（聊城大学）

中国音乐 2015年第1期
210 .黄道周集

撰：（明）黄道周

整理：翟奎凤（山东大学）

郑晨寅（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蔡杰（山东大学）

中华书局 2017年7月
211 .中国文化人类学纪录片史论

作者：赵鑫（曲阜师范大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年12月
212 .亲爱的，我们为爱作战：互联网
+她时代新文艺潮流研究

作者：庄庸（临沂大学）

王秀庭（临沂大学）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年8月

教育学

213 .大学生抑郁症阅读疗法中医学配

伍书方研究

项目负责人：宫梅玲〔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7

年10月
214 .自贸区战略进程中体育及相关产

业金融创新的路径

作者：孟祥新（临沂大学）

宋昱（上海体育学院）

丁焕香（临沂大学）

徐芝芳（宁夏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7年第4期
215 .美国“翻转课堂”的兴起、发

展、模块设计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齐军（曲阜师范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 2015年第1期
216 .社区心理学方法论扩展性探索

作者：孟维杰（鲁东大学）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7年第4期
217 .OECD国家教育评价发展的关键

主题检视

作者：曾琳（聊城大学）

比较教育研究 2017年第4期
218 .调节定向和调节匹配对情感预测

中影响偏差的影响

作者：耿晓伟（鲁东大学）

姜宏艺（鲁东大学）

心理学报 2017年第12期
219 .教育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

经济增长——— 基于1978-2014年数据

的实证分析

作者：梁军（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报 2016年第4期
220 .父亲职业与学历对中小学生幸福

感的影响——— 以山东省某市为例

作者：葛明荣（鲁东大学）

教育研究 2015年第8期
221 .幸福成长：教育价值的本体回归

作者：刘若谷（鲁东大学）

教育研究 2016年第5期
222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sting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Visual

Creativity

作者：李文福（济宁医学院）

杨军义（西南大学）

张庆林（西南大学）

李功迎（济宁医学院）

邱江（西南大学）
Scientific Reports 2016年第6期
223 .愤怒和悲伤情绪对助人决策的影

响：人际责任归因的作用

作者：杨昭宁（济南大学）

顾子贝（北京师范大学）

王杜娟（曲阜师范大学）

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晓明（曲阜师范大学）

心理学报 2017年第3期
224 .试论文学作品教学召唤结构的三

重“隐喻”

作者：潘庆玉（山东师范大学）

课程·教材·教法 2017年第8期
225 .制度建构：儿童道德启蒙教育不

可或缺的基础支撑

作者：冯永刚（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教育学刊 2016年第4期
226 .情绪一致性记忆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李芳（泰山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227 .蔡元培与民国青岛教育研究

作者：翟广顺（青岛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

青岛出版社 2017年12月
228 .全覆盖战略下职业教育财政政策

研究

作者：辛斐斐（青岛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5年6月

历史学

229 .说“制诏御史”

作者：代国玺（山东大学）

史学月刊 2017年第7期
230 .唐代民间私营工商业发展阶段及

封建性特征

作者：刘玉峰（山东大学）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231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

作者：孙占元〔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山东行政学院）〕

河北学刊 2015年第4期
232 .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

建

作者：魏凤莲（鲁东大学）

光明日报 2017年第24669号
233 .谢良佐《论语解》的诠释特色

作者：唐明贵（聊城大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7年第6期
234 .北宋讲武礼新探

作者：尹承（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史研究 2017年第1期
235 .民国学界对于历史统计学的认同

与质疑

作者：石莹丽（聊城大学）

史学月刊 2015年第12期
236 .“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中的

民族主义

作者：张福运〔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近代史研究 2016年第2期
237 .从海洋自由到海洋霸权：威尔逊

海洋政策构想的转变

作者：曲升（聊城大学）

世界历史 2017年第3期
238 .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组织形态的

思考——— 来自DNA和稳定同位素的

证据

作者：董豫（山东大学）

栾丰实（山东大学）

考古 2017年第7期
239 .山东粮食经济研究：全2册

作者：唐致卿（青岛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240 .滨州通史

主编：李象润（滨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

李沈阳（滨州学院）

编著：张卡（滨州市博物馆）

王凤翔（滨州学院）

刘宝德（阳信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

张基地（博兴县政协）

侯玉杰（滨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徐清刚（滨州市智汇行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年5月
241 .中国古建筑和谐理念研究

作者：李玲（山东社会科学院）

李俊（山东建筑科学研究院）

冀科峰（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242 .《道藏》图像研究

作者：张鲁君（山东大学）

齐鲁书社 2017年8月
243 .汉代河西经略史

作者：贾文丽（山东科技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9月

智库研究成果、应用与普及

244 .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

适应性调查研究报告

作者：杨光军（滨州职业学院）

李明月（滨州职业学院）

李朝晖（滨州职业学院）

刘健（滨州职业学院）

邹玉兰（滨州职业学院）

吴树罡（滨州职业学院）

王成艳（滨州职业学院）

崔友军（滨州职业学院）

傅智端（滨州职业学院）

万学军（滨州职业学院）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 2017年2月
245 .关于完善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财税支持政策的建议

作者：郭健（山东财经大学）

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 2017年11月
246 .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效应及实证检验

作者：来逢波（山东交通学院）

刘春梅（山东交通学院）

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

东岳论丛 2016年第6期
247 .供给侧改革导向下我国财税政策

调控的着力点及体系构建

作者：袁红英（山东社会科学院）

张念明（山东社会科学院）

东岳论丛 2016年第3期
248 .山东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作者：胡继连 等（山东农业大

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7年12月
249 .营运资金管理发展报告系列丛

书：资本效率发展报告 . 2017、财务

风险发展报告. 2017

作者：王竹泉 等（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7年10月

2019年度(第十三届)山东省

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学科新秀奖

获奖人选

突出贡献奖

刘焕阳，男，1957年3月出生，鲁东大学教授，研究方

向中国古代文学、高等教育学。

范跃进，男，1958年7月出生，青岛大学教授，研究

方向理论经济学。

郑贵斌，男，1954年3月出生，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研究方向海洋经济、区域经济。

徐向艺，男，1956年1月出生，山东大学教授，研究

方向企业管理、公司治理。

魏 建，男，1958年12月出生，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科新秀奖

孙晓光，男，1979年10月出生，曲阜师范大学副教

授，研究方向海疆史、东亚史。

李爱军，男，1980年12月出生，山东大学教授，研究

方向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

张兆林，男，1980年3月出生，聊城大学讲师，研究

方向艺术学。

程 钰，男，1984年5月出生，山东师范大学副教

授，研究方向区域环境经济、经济地理与区域可持续

发展。

管洪彦，男，1981年4月出生，山东政法学院副教

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土地法学、农村集体产权法

律制度。

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评选专家名单

经济学组

张宗斌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三级教授、博导

贾晓峰 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刘庆林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葛永波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三级教授、

博导

曹俊杰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高齐圣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刘跃奎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新动能研

究院副院长、三级教授、硕导

管理学组

张在旭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三级教

授、博导

陈 艳 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黄西川 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硕导

胡西厚 滨州医学院教学质量监控处处长、三级教

授、硕导

杜元伟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傅志明 山东工商学院东亚社会发展研究院三级教

授、硕导

胡 宁 山东建筑大学商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政治学组

李广民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三级

教授、硕导

徐舒映 齐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邵显侠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导

李 霞 德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亓胜林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树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岛研究院副院长、三级

教授、博导

牛余凤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导

法学组

张海燕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陈书全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陶广峰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导

杨晓静 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硕导

苗金春 潍坊学院法学院三级教授

朱伯玉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关 涛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导

哲学社会学组

铁省林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三级教

授、博导

邹农俭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二级教授、博导

宋全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李善峰 山东社会科学院省情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三级

研究员、硕导

王伟然 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硕导

王申贺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硕导

戴明玺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导

文学语言学组

孙书文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王东海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三级教授、

硕导

周 群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导

刘东方 聊城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导

张玉璞 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部主编、教

授、博导

谢 楠 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硕导

刘艳芬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导

文化学组

谢锡文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导

徐 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硕导

顾维喜 东南大学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导

徐 青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二级巡视员、秘书长

邱秉常 青岛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导

范丽敏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导

王厚谊 山东艺术学院现代音乐学院教授、硕导

教育学组

毕宪顺 鲁东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赵长林 聊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李晓波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导

傅海伦 山东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柳士彬 曲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三级教

授、博导

王 维 齐鲁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张基振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院教授、硕导

历史学组

徐 畅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三级教授、博导

仝晰纲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

金卫星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硕导

孟庆义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硕导

杨爱国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硕导

苑朋欣 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智库研究成果、应用与普及组

刘 冰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三级研究员、

硕导

王志宪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三级教

授、博导

吴林海 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院长、首

席专家、二级教授、博导

张宏明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陈会英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王曙光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硕导

郝艳萍 山东社会科学院海洋经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客观赋分审核专家名单

经济学组 政治学组

张兆林 聊城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王 玲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导

管理学组 哲学社会学组

刘 阳 山东社会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处副处长、副研

究员

赵建军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地理与城乡规

划系主任、硕导

法学 文学语言学组

刘 超 山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任慧颖 济南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历史学组 文化学组

刘寿臣 山东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彭耀光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硕导

教育学组

智库研究成果、应用与普及组

丁大尉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亓 朋 鲁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2019年度(第十三届)山东省

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学科新秀奖

评审专家名单

一组

郝宪印 中共山东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兼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张伟红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成员

陈玉和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李宗华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张平华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辛 波 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

王钦鸿 济宁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

于 民 潍坊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文华 山东英才学院校长助理、教授

二组

牟少岩 青岛农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王忠好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一级调研

员

曲 艺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联部部长、一级

调研员

王格芳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郑 军 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系

系主任、教授

宋旭红 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

杨友才 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翟瑞青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

教授

郭 华 泰山学院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专家评选会议

监督员名单

王长峰 山东交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三级

教授、硕导

田智祥 菏泽学院教务处处长、三级教授、硕导

胡忠任 山东管理学院工商学院教授

吕 臣 泰山学院旅游学院教授、硕导

周江涛 滨州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导

王传武 济宁学院文化传播系教授

司文秀 淄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邢 奎 威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秘书长

阎亚男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部二级调研员

吕汝凯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部二级调研员

山东省第三十三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客观赋分监督员名单

张庭发 齐鲁师范学院科研处副处长

刘书玉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聂立申 泰山学院改革发展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硕导

陈龙溪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处长

孙玉峰 山东工商学院科研处副处长、硕导

李晓梅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科研

处科长、副教授、硕导

刘进军 山东女子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硕导

李晓君 潍坊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

李 婧 山东协和学院商学院副教授

吕汝凯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部二级调研员

2019年度(第十三届)山东省

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学科新秀奖

评审会议监督员名单

一组

刘文娟 山东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一级主任科员

二组

王 玲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机关纪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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