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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与历史学院科研立项情况表

序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项目来源 时间 项目号 资助金额
（万） 专业

1 内蒙古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王福革 国家民委 2013
民族问题2013-

GM-012
2 政教

2
内蒙古生态补偿机制的创新—自然资源保护地役权
制度研究

唐孝辉 国家民委 2013
民族问题2013-

GM-090
2 法学

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构建研究 舒心心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3  1 政教
4 内蒙古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 王志坤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3 NJZC13184 0 法学
5 内蒙古草原碳汇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途经研究 宋丽弘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3 NJSY13178 1 法学

6
和谐社会视野下蒙语授课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其构建
和谐机制体制研究

白图雅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3 NJsz13164重点 4 蒙政

7 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王泰 国家社科 2013 一般 18 历史
8 阿富汗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发展研究 姚大学 国家社科 2013 一般 18 历史
9 伊斯兰教与现代中东国家政治发展关系研究 慈志刚 国家社科 2013 西部 18 历史
10 环境人格权保护研究 付淑娥 国家社科 2013 13XFX019西部 18 法学
11 内蒙古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制保障研究 白军胜 自治区社科 2013 2013C081 1.5 法学

12 发展和完善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贾宝维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3
党的十八大精神
研究重点专项

NJZX16
3 历史

13 内蒙古自然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唐孝辉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3
党的十八大精神
研究重点专项

NJZX17
3 法学

14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权利诉讼保障机制研究 李英伟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3  0.2 法学
15 国际法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研究 张博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3  0.2 法学
16 阿富汗政治发展问题研究 李芳洲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3  0.2 历史

17
生态刑法的构建——以内蒙古生态安全保障为进
路

李文杰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4  1 法学

18 辽对西北边疆的统辖与治理研究 周国琴 国家社科 2014
BJXM2013-13

子项目
5 历史

19 蒙古族思维发展史 王福革 自治区社科 2014
MZWH2014-
031特别项目

15 政教

20 罗马—拜占庭帝国时期埃及历史研究 田明 国家社科 2014 14BSS009一般 20 历史
21 帝俄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孟君 国家社科 2014 14CSS015青年 20 历史

22
后冷战时代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对亚太区域安全格局
的塑造研究

田宗会 国家社科 2014 西部 20 历史

23 湿地资源“保护地役权”法律制度研究 唐孝辉 国家社科 2014 14CFX046青年 20 法学
2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舒心心 自治区社科 2014  3 政教
25 内蒙古文化产业法制建设问题研究 唐孝辉 硕博 2014 BS336 1.5 法学

26 拜占庭帝国黄金时代与宗教文化生活研究 田明 国家社科 2014
14ZDB061子项

目
7 历史

27 中国北方民族名称演变研究-阻卜鞑靼为例 那顺乌力吉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4  0.2 法学
28 论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与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何宝祥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4 NMDYB1435 0.2 政教
29 蒙古帝国与东西方文明交往研究 贾宝维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4 社科培育 0.3 历史
30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保护地方立法研究 唐孝辉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5 青年科技英才NJYT- 16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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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18

31 蒙古宗教信仰与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研究 荷叶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5 njsy184 1 政教

32
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农业开发与城乡聚落体系演变
研究

李鹏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5  1 历史

33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特殊规律研究 胡日查 自治区社科 2015
2015JDB015基地

项目
1 政教

34 我国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保障研究 王志坤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学术专著立项 0.4 法学
35 环境权私法保护研究 付淑娥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学术专著立项 0.4 法学
36 生态刑法研究 李文杰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学术专著立项 0.4 法学
37 以色列教育发展与现代化 李芳洲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学术专著立项 0.6 历史
38 内蒙古农牧业生态环境法律治理研究 刘国利 内蒙古社科联 2015 15B11 2 法学
39 蒙古帝国与东西方文明交往研究 贾宝维 国家社科 2015 15BMZ007 20 历史

40
美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
影响及应对研究

刘勃然 国家社科 2015 15CGJ026 20 历史

41 大众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创新机制研究 李菊霞 国家社科 2015 15xmz053 20 政教
42 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变迁研究 贾淑荣 国家社科 2015 15xzs014 20 历史

43 金代吏员研究 王雷 国家社科 2015
后期资助
15fzs006

20 历史

44 明清时期蒙汉贸易与社会控制研究 张宪功 教育部 2015
后期资助

15xjc770005
8 历史

45
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内蒙古东
部地区为例

李文玲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nmdyb15030 0.2 政教

46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素质与思政教育创新研究 斯琴高娃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学院资助

nmdyb15100
0.2 政教

47 内蒙古东部地区审判委员会实证研究 白迎春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学院资助

nmfyb15099
0.2 法学

48 科尔沁沙地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舒心心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nmdgp1512 0.8 政教
49 生态法益刑法保护研究 李文杰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5 nmdgp1507 0.8 法学

50 以“生态法益”为中心的环境犯罪立法完善研究 李文杰 自治区社科 2015
后期资助
2015f154

3 法学

51 民国时期包头同业公会研究 张宪功 自治区社科 2015 2015c126 1.5 历史
52 彭真法治思想研究 刘国利 国家社科 2015 后期资助 20 法学

53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和法律保护 娜仁图雅 自治区社科 2015
基地

2015jda044
3 法学

54 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制度创新案例研究 唐孝辉  2016 横向 10 法学
55 “鞑靼”与“阻卜”问题研究 那顺乌力吉 自治区高校科研 2016   法学
56 辽夏金元对西部边疆的治理与国家安全研究 周国琴 国家社科 2016  20 历史

57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满蒙特殊权益

论”研究（1905-1931）
王旭 国家社科 2016  20 历史

58 辽代西辽河平原城乡聚落体系调查与研究 李鹏 国家社科 2016 后期资助 20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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