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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立项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4项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编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优化社会心态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陈赵阳 思政部

基于锻炼认同的青少年锻炼行为的预测与干预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许昌 体育学院

陈宝箴与晚清的政治和文学 青年基金项目 董俊珏 文法学院

中国情境下恩威并济领导风格和结构,及其对工作
创造力的影响：基于两岸三地研究

青年基金项目 李其容 经管学院

教育部留学基金 1项

名称 类别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编号

梅尧臣・曾巩・苏轼的女性观比较研究
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基

金
林雪云 文法学院 　

福建省科技科技计划项目 1 0项

名称 类别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编号

基于高弹态拉伸技术的微晶化低温热封聚烯烃薄
膜

高校产学合作
项目

林渊智 海洋学院 2015H6003

复合酶法低盐腐乳酱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引导性项目 张文森 海洋学院 2015N0004

异相成核结晶技术在冷冻鱼糜制品中的应用 引导性项目 陈文韬 海洋学院 2015N0008

面向高维生物数据的PLS选维降维及其信息融合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游文杰 电信学院 2015J01009

磁性纳米壳聚糖负载鞘细菌S9构建新型生物吸

附剂的研究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郑  虹 海洋学院 2015J01132

面向大数据处理的云平台最优化调度机制研究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李立耀 电信学院 2015J01244

内质网应激对鼻息肉炎性调控及shRNA纳米微粒

干预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林  董 海洋学院 2015J01302

基于启发式算法的脑磁源定位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林  娟 电信学院 2015J05146

基于双元创新视角下构建高效企业管理团队路径
分析 –闽商与台商比较分析 软科学项目 李其容 经管学院 2015R0031

闽江流域生态补偿绩效评估与补偿标准研究 软科学项目 饶清华 海洋学院 2015R0032

 

横向项目

 

序号 名称 委托单位 负责人 承担单位 编号

1
高抗性尖椒嫁接砧木的筛选及规模化
栽培应用

福清市天利园农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曹  智 海洋学院 HX201501

2 小学体育教学可持续发展研究 福清市城关小学 陈章玉 体育学院 HX201502

3 车间现场5S管理
祥兴（福建）箱包集团有限公

司
庄凌峰 经管学院 HX201503

4
基层检察机关检察权运行中的法治标
准研究

福清市人民检察院 张剑平 文法学院 HX201504

5 福清市电子商务规划及执行方案 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刘  江 经管学院 HX201505

6 应用商务英语实践研究 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 梅爱祥 外语学院 HX201506

7 日语学习策略的研究及运用 福建捷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斗石 外语学院 HX201507

8 弼马温广告策划书 厦门弼马温工艺品有限公司 葛  晗 经管学院 HX201508

9 福清市文化旅游发展与保护研究 福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姜  玲 经管学院 HX201509

10
新形势下自贸区对出入境边防检查行
政执法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福清边防检查站 李小媚 文法学院 HX201510

11 商务英语口语实践研究 福清市联创进出口有限公司 郑  静 外语学院 HX201511

12 贝类净化技术研究
福清龙永水产养殖农民专业合

作社
余美琼 海洋学院 HX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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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机制优化 泉州师范学院 赵东喜 经管学院 HX201513

14
福建省南安市“十三五”体育发展规
划课题研究

南安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 张启明 体育学院 HX201514

15 少儿英语口语实践与研究 福清市锦绣幼儿园 郑  静 外语学院 HX201515

16
龙岩烟区烟草青枯病菌动态监测及生
防菌的筛选与应用

福建省烟草有限公司龙岩市公
司

汤鸣强 海洋学院 HX201516

17 康力士电商开发、运营及执行方案 福建康力士便利超市有限公司 欧祈福 经管学院 HX201517

18
基层政府法治服务型行政执法问题研
究

福清市宏路街道 李小媚 文法学院 HX201518

19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相关问题研究 福州市国家安全局 林书红 思政部 HX201519

20 大学生舞蹈艺术形体研究 福清东艺广告有限公司 陈  红 教育学院 HX201520

21 福清市休闲旅游发展研究 福清市旅游局 姜  玲 经管学院 HX201521

22 福清市温泉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研究 福清市旅游局 戴丽芳 经管学院 HX201522

23 新媒体时代国学经典传播研究 福州新小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谢西娇 文法学院 HX201523

24 北师大福清附属学校信息平台构建
泽融（福建）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李立耀 电信学院 HX201524

25 乡村法律服务需求分析与对策 福清市上迳镇人民政府 陈圣利 文法学院 HX201525

26 岚城片区“十三五”规划编制方案 岚城片区开发管理局 魏秀华 经管学院 HX201526

27 九八经典面包坊形象策划推广 福建嵩阳食品有限公司 陈致烽 文法学院 HX201527

28 福清市“十三五”规划纲要 福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黄群腾 经管学院 HX201528

29 商务英语实践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梅爱祥 外语学院 HX201529

30 英语词汇习得策略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郑  晶 外语学院 HX201530

31
新办地方本科高校英语课堂教学有效
性研究---基于语用意识的现状调查与
思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黄清贵 外语学院 HX201531

32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域下的狄金
森与李清照比较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
任公司

郑  静 外语学院 HX201532

33
燕麦多糖-脂类复合物对鱼糜制品品质
的影响及产业化应用研究

福建海壹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项雷文 海洋学院 HX201533

34
便捷式可防渗漏排水管材连接预埋件
的研制和产业化

福建祥龙塑胶有限公司 姚忠亮 海洋学院 HX201534

35
尖椒良种引进及大棚标准化栽培与推
广

福清市天利园农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曹  智 海洋学院 HX201535

36
融侨开发区安全隐患排查信息服务平
台创建

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 叶瑞洪 海洋学院 HX201536

37
一种基于壳寡糖的蝴蝶兰专用抑菌剂
的研制与规模化应用

福建新世景园艺有限公司 林茂兹 海洋学院 HX201537

38
高抗性尖椒良种引进及大棚标准化栽
培与推广

福清市天利园农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曹  智 海洋学院 HX201538

39
福建野生金线莲的快速繁殖及种苗工
厂化栽培技术

福清市宝恩惠农业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

金美芳 海洋学院 HX201539

40
台湾蝴蝶兰新品种引进与种苗工厂化
繁育技术研究

福州新红宝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曹  智 海洋学院 HX201540

41 环氧抑菌彩石地坪的研制及产业化 福州皇家地坪有限公司 陈文韬 海洋学院 HX201541

42
秸秆多功能复合水处理材料的研发及
应用

福建融泉净水剂有限公司 李世迁 海洋学院 HX201542

43 系列蜂蜜白酒生产技术咨询 南平市百花蜂业有限公司 张文森 海洋学院 HX201543

44
福清市基层协商民主的现状与对策研
究

福清市政协 陈国荣 思政部 HX201544

45
新常态下福清市中小微企业现状与对
策

福清市政协 杭桂兰 经管学院 HX201545

46
关于福清市政府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水平的政策建议

福清市政协 张兰花 经管学院 HX201546

47 天然菠萝香精提取工艺研究
福州迦南香料香精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陈文韬 海洋学院 HX201547

48 国学经典积累与中小学写作能力培养 福州新小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林宗栋 文法学院 HX201548

49
福清企业高管英语技能提升与企业国
际化进程研究

福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徐勤良 外语学院 HX201549

50 福清市“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 福清市科学技术局 魏秀华 经管学院 HX201550

51 企业常年法律服务
福建省福泽山水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
陈圣利 文法学院 HX201551

52 福建电视媒体文化传播力研究课题
福建省广播电视节目收听收看

中心
陈致烽 文法学院 HX201552

53 甘薯深加工技术研究 龙岩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邓加聪 海洋学院 HX201553

54 双福龙形象策划推广 双福龙礼仪有限公司 陈致烽 文法学院 HX201554

55 黄花梨的保鲜贮藏技术
福建建宁县广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余美琼 海洋学院 HX201555

56 科研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 杭州鼎永科技有限公司 方  捷 电信学院 HX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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