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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负责人 项目级别 项目来源单位 项目成员

中国主要城市群人口集聚与空

间格局优化研究
童玉芬 国家级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童玉芬

人工智能对北京市就业的影响

与应对措施研究
李雅楠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李雅楠

信息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力市

场影响研究
李雅楠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李雅楠

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特征与市

民化路径研究
齐明珠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齐明珠,陆杰华（外）,黄琦,张

航空

2017年CTG中国就业指数报告 唐军 省部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科

学研究所

唐军,齐汝秀（学）,朱津鸣

（学）,于萍（学）,王文静

（学）

北京市援派干部聚焦扶贫协作

工作作用发挥机制研究
王桂胜 委办局级

北京市扶贫协作和支援合作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王桂胜

中国企业生存机制路径探寻及

政策分析研究
张冬洋 省部级 教育部

张冬洋,郑文平（外）,贺小丹,

唐乐

新时代中国老龄化社会治理现

代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王永梅 委办局级  王永梅

新时代中国老龄化社会治理现

代化研究
王永梅 国家级  

王永梅,江华,李芳（外）,张士

男（外）,徐静,刘建兵（外）,

董亭月（外）,冯倩（学）

京津冀人口、产业绿色发展视

域下的跨区域水资源环境协同

治理机制研究

曾雪婷 国家级  曾雪婷

中国老龄产业支持政策研究 张航空 省部级  
张航空,江华,徐静,王永梅,李

兵（外）,傅美婷（外）

中国老年优待制度发展定位和

实施保障机制研究
张航空 省部级 全国老龄办

张航空,江华,徐静,王永梅,李

兵（外）,刘璐瑶（学）

力资本-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大学

生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北京市属高校的调查

姜蓓蓓 委办局级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

会
姜蓓蓓

北京市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 陈红 委办局级  陈红

关于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

研究
陈红 委办局级  陈红

首都绿色就业实施状况评估 陈红 委办局级  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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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 盛亦男 省部级  盛亦男

基于反事实估计的社会养老服

务效应评估研究
王永梅 委办局级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王永梅

基于成就目标理论的高校毕业

生创业动机研究
边文霞 校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边文霞

高校园区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

发展研究
孙善学 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市

教委
孙善学

以专业型学生社团为载体扩展

复合型专业人才培育路径研究
孙乐 委办局级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

会
孙乐

首都圈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变动

及对未来人口分布的影响
刘爱华 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刘爱华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的影

响分析
张成刚 校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张成刚

员工职业发展与工作家庭平衡

的影响机制研究
唐乐 校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唐乐,曾雪婷,张冬洋

去产能国有企业的职工安置渠

道与实施路径研究
詹婧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詹婧,李晓曼

北京市金融消费风险评估及防

范的量化研究
张冬洋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张冬洋,郭豫媚（外）,郑文平

（外）,贺小丹,唐乐

人口-产业协同视角下的首都圈

水资源环境优化发展路径研究
曾雪婷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曾雪婷

知识型员工工作-家庭冲突影响

因素和干预机制研究：基于技

能与关系视角的跨层研究

唐乐 省部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司
唐乐,杨付（外）,高中华,张冬

洋

新员工资质过剩动态演化及作

用机理研究
褚福磊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褚福磊,郭名（外）,毛畅果,王

凯,张洁琼（学）,吕静（学）,

陈庆磊（学）

涂尔干及其学派的社会本体论

思想及其对当代的现实意义研

究

李英飞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李英飞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

公共教育支出研究
王晓霞 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王晓霞

新就业形态对去产能职工就业

帮扶机制与政策评估研究
张成刚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张成刚

互联网平台就业中的劳动者权

益保护问题研究
雷晓天 省部级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司

雷晓天,孟泉,常成,陈玉杰

（外）,涂伟（外）

我国高校教师教学评价制度的

效果及重构研究
李楠 省部级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李楠

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

展求助行为研究
毛畅果 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毛畅果,郭磊（外）,陈书洁,尹

奎（外）

军人优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 范围 省部级 民政部 范围

互动教学和传统教学的利弊与

平衡——基于首经贸本科课堂

的研究

毛畅果 校级 教务处
毛畅果,陈书洁,吴婉（学）,杨

雅君（学）

基于人才国际化的协同创新共

同体建设研究
徐芳 委办局级 北京市科委

徐芳,陈小平,高中华,唐乐,朱

晓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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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地方公共教

育支出研究

王晓霞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王晓霞,黎煦,谢倩芸（外）,李

晓曼,张成刚

北京市医疗卫生体系公平性评

估
刘潇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刘潇,龙玉其（外）,江华,徐

静,王晓霞,张忠朝（外）

北京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

响机制与效应研究
盛亦男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盛亦男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实

践中的政社关系研究
张汝立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张汝立,刘爱玉（外）,杨丽

（外）,陈书洁,祝阳（外）

京津冀人才国际化协同发展机

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徐芳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徐芳,高中华,姜红,魏华颖,唐

乐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冲突演

化机制：基于压力交互模型的

跨层次研究

毛畅果 省部级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

公室

毛畅果,姜红,高中华,郭磊

（外）,毛艾琳

梁漱溟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其在

乡土社会秩序重建中的应用研

究

魏文一 国家级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魏文一

新常态下兼顾雇佣双方利益的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结构及其作

用机制的追踪研究

苗仁涛 国家级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
苗仁涛

北京居民生存压力的缓解途径

与社会信心的形成机制研究
阮敬 省部级 北京市教委 阮敬,纪宏,张玉春,詹婧,宋捷

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幸福

感与绩效提升的跨层次路经研

究

苗仁涛 省部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苗仁涛

财政视角下的机关事业单位职

业年金及其投资
郎大鹏 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郎大鹏,姚东旭,蔡秀云,李红

霞,何晴,陈汉明,李林君,刘翔,

朱俊生,梁万泉,王烨（学）,尤

淑慧（学）,时欣（学）

北京实现国际人才红利路径研

究
魏华颖 委办局级 北京市教委 魏华颖

北京市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

路径研究
刘潇 校级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刘潇,李万强（外）,徐静,王晓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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