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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1 2011GXS3D047 中国绿色印刷包装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北京印刷学院

2 2011GXS3D048
依托信息化手段的医疗管理流程创新性研
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3 2011GXS4K058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战略思路及
实施方案研究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科技部火炬高技术
产业开发中心、机械科学研究院

4 2011GXS4K063
加强科技中介机构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及
服务模式研究

北京百容兴科学技术中心

5 2011GXS2D015
低碳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支撑天津制造业
升级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

6  2011GXQ4D031
提升循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与发展对策研
究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

7 2011GXS2D016
节能减排目标下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战
略选择

石家庄经济学院

8 2011GXS3D049 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 河北金融学院

9  2011GXQ4D032
秦唐沧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公共政策服务平
台建设研究

燕山大学

10  2011GXS2D017
山西建设国家煤层气产业化开发示范基地
战略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11  2011GXQ4D033
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科技创新
路径研究

山西大学

12  2011GXQ4D034 产业集群合作竞争机制研究 中北大学

13  2011GXQ4D035
内蒙古“十二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思路研究

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

14  2011GXQ4D036
基于CTI方法的内蒙古新兴产业竞争
力比较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

15  2011GXQ4D037
西部地区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建设研究—
以内蒙古奶业产业为例

内蒙古农业大学

 辽宁省科技厅

2011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清单

 北京市科委

 天津市科委

 河北省科技厅

 山西省科技厅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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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11GXS2D018
沈阳国家大学科技城技术转移运行机制研
究

辽宁省软科学研究中心

17 2011GXQ4D038 网络新闻的行政规范研究 渤海大学

18 2011GXQ4D039
基于信用风险转移的信用衍生工具定价模
型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19 2011GXS2D019
依托科技园区培育发展长吉图战略性新兴
产业带战略与对策研究

吉林大学

20  2011GXQ4D040 我国建立农民基本信贷保障制度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

21  2011GXQ4D04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历史回
顾与前瞻

长春师范学院

22  2011GXQ4D042
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促进机理与政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3  2011GXQ4D043 国防科技工业军民两用技术推广战略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24 2011GXS1D004 城市群发展中的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25 2011GXS2D020
构建张江高新区人才高地的思路和对策研
究

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

26 2011GXQ4D044 国家品牌战略问题研究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27 2011GXQ4D045
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中介创新体
系研究

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28 2011GXS2D021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的机制与
路径研究

江苏省科技创新协会

29 2011GXQ4D046
非政府力量参与煤矿安全卫生治理机制研
究

中国矿业大学

30 2011GXQ4D047
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科技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南京师范大学

31 2011GXQ4D048
面向区域协调的农村信息化建设对口支援
模式研究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吉林省科技厅

 黑龙江省科技厅

 上海市科委

 江苏省科技厅

 浙江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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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1GXS2D022 专业市场科学发展与转型升级研究 义乌市场经济研究所

33 2011GXS3D051
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端产学研用合作
平台研究

浙江大学

34 2011GXQ4D049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法律建构研究 浙江大学

35 2011GXQ4D050
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救助制
度实施情况调查研究

温州医学院

36 2011GXS2D023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和创新能力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37  2011GXQ4D051
中部地区生猪养殖业低碳发展模式及技术
经济效果研究——以安徽为例

安徽农业大学

38  2011GXQ4D052 减缓皖江城市带碳效应对策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

39  2011GXQ4D053 革命老区低碳发展战略研究 闽西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

40  2011GXQ4D054
需求导向的农业科技资源配置模型构建与
实证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41  2011GXQ4D055
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制与
路径研究—以建设海峡西岸高新技术产业
带为例

福建省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

42 2011GXS2D024 江西省新跨越战略的科技支撑问题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43 2011GXQ4D056
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与运营
研究

景德镇陶瓷学院

44 2011GXQ4D057 区域产业转移中的用工短缺问题研究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45 2011GXQ4D058
科技特派员农村创业绩效评价和扶持机制
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46 2011GXS2D025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科技发展的重
大问题研究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

47 2011GXQ4D059
科技支撑引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战
略研究

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48 2011GXQ4D060
区域性智库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以山东
省为例

山东软科学研究会

 安徽省科技厅

 福建省科技厅

 江西省科技厅

 山东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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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011GXQ4D061 社会文化对科技发展影响的国际比较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50 2011GXS2D026 中原经济区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51  2011GXQ4D062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城乡信息共享机制研
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52  2011GXQ4D063 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构建与实现研究 郑州轻工业学院

53  2011GXQ4D064
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示范性
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

54 2011GXQ4D065 低碳经济与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55 2011GXQ4D066 新形势下财政支农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6 2011GXQ4D067 军民科技创新体系协同发展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57 2011GXS1B001
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方法和
体系研究

湖南商学院

58 2011GXS1D005 绿色消费方式及引导、扶持政策研究 湖南大学

59 2011GXS4K072
“十二五”转制科研机构深化产权制度改
革研究

湖南思龙科技评估有限公司

60  2011GXQ4D068 “金砖四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 湖南商学院

61  2011GXQ4D069 基于河流承载力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南大学

62  2011GXQ4D070
农业企业无公害家畜生产技术采纳的影响
因素及政府扶持机制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63  2011GXQ4D071
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影响因
素和决定机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农
民工调查为例

暨南大学

64 2011GXS2D027
广西在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中发挥桥头堡
作用的战略研究

广西软科学研究会

 湖南省科技厅

 广东省科技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河南省科技厅

 湖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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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1GXQ4D072 中国与东盟矿业合作法律问题研究 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

66  2011GXQ4D073
以信息化促进民生发展的公共政策设计、
实施与评估研究

广西财经学院

67 2011GXS1D003 以信息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重庆邮电大学

68 2011GXS2D028
重庆两江新区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与政策选
择

重庆大学

69 2011GXS3D050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效能监察的体制机制与
手段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

70 2011GXS5K093
地方工业技术研究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研究——以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为例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71 2011GXS2D029
知识空间集聚与天府新区建设路径选择研
究

西南财经大学

72  2011GXQ4D074 产学研创新联盟知识转移机制研究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73  2011GXQ4D075
西南民族贫困地区农村自然灾害风险应对
机制研究

四川农业大学

74 2011GXQ4D076 贵州大企业大集团国际竞争力培育研究 贵州大学

75 2011GXS2D030
中国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开发的科技战略
研究

云南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76  2011GXQ4D077
“桥头堡”战略下中国-东盟次区域非经
济合作机制创新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财经大学

77  2011GXQ4D078 创新型人才流动和评价机制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78 2011GXS2D031
西部地区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
制研究－以“关中－天水”经济区为例

陕西科技大学

79 2011GXQ4D079
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的
影响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80 2011GXQ4D080
我国采暖区既有住宅建筑节能改造管理模
式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云南省科技厅

 陕西省科技厅

 重庆市科委

 四川省科技厅

 贵州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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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1GXS2D032
宁夏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途径及策略
选择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信息
研究所

82 2011GXS2D033
青海省盐湖化工领域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
发展研究

青海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83 2011GXS2D034 新疆特色马产业发展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84 2011GXQ4D081 乌鲁木齐光伏产业发展政策研究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服务中
心

85 2011GXQ4D082
新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时间
序列及政策保障研究

新疆财经大学

86 2011GXQ4D09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受援绩效模式及评
价研究

石河子大学

87 2011GXS2D035 对日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大连交通大学

88 2011GXQ4D083 大连生态科技创新城发展战略研究 大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89 2011GXS2D036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宁波市智慧城市规划标准发展研究院

90 2011GXS3D052
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的经济手段与
科技政策研究

宁波大学

91 2011GXQ4D084
民营资本介入风险投资研究—以浙江省为
例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92 2011GXQ4D085
全球制造网络中我国本土企业战略升级路
径、模式及对策研究

浙江万里学院

93 2011GXQ4D086
中国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对
策研究

宁波大学

94 2011GXQ4D087
区域循环经济范式下的我国新型城市发展
战略研究

华侨大学

 大连市科技局

 宁波市科技局

 厦门市科技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

 青海省科技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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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2011GXQ4D088
基于生态承载力的我国生态化工产业发展
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青岛科技大学

96 2011GXQ4D089
社会网络视角下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联盟知
识创新与转移研究

青岛大学

97 2011GXS2D037
“十二五”期间我国与俄乌白哈四国科技
合作重点与对策研究

哈尔滨市国际技术转移服务中心

98 2011GXQ4D091
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机理研究—
—以哈尔滨市装备制造企业为例

哈尔滨工业大学

99 2011GXQ4D092
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研究—
基于出口信用保险视角

山东经济学院

100 2011GXQ4D093
保障中国粮食经济安全的财政金融支持体
系研究

武汉工业学院

101 2011GXS2D038 成都经济区科技资源共享创新模式研究 成都市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102 2011GXS2B006 世界智库比较研究 国务院参事室

103 2011GXS1B002 新一代网络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104 2011GXQ4B001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战略与对策研究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105 2011GXQ4B002
我国城市公众消防科普教育管理与措施研
究

公安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106 2011GXQ4B003 刑事科学技术体制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107 2011GXS2B008
面向国防科技重大工程的技术总成组织管
理模式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武汉市科技局

 成都市科技局

 国务院参事室

 公安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青岛市科技局

 哈尔滨市科技局

 济南市科技局



8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2011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清单

108 2011GXQ4B009 信息化技术促进节能减排的机制研究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传输研究所

109 2011GXS2B011 我国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研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宣传教育中心

110 2011GXQ4B017 我国安全产业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信息研究院

111 2011GXS2B014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对策研究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

112 2011GXQ4B019
基于物联网的可追溯粮食供应链体系构建
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

113 2011GXQ4B016 跨界流域水污染控制协调机制与政策研究 中南民族大学

114 2011GXQ4B020
农民工体育锻炼行为特征与综合社会管理
研究

西安体育学院

115 2011GXS2B012
基于企业实践的中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框
架设计

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

116 2011GXS5K100 科学普及与创新关系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

117 2011GXQ4B021
GNH取向下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政策研
究

国家行政学院

118 2011GXS2B013 科技成果的专利管理和运营问题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119 2011GXS2B009 供需双向调节的差别化土地政策研究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120 2011GXQ4B014 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国土资源部

 国家粮食局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外国专家局

 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知识产权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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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2011GXQ4B015 城市低效土地开发及相关政策研究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

122 2011GXS3B043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1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123 2011GXS4K070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中
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中央财经大学

124 2011GXQ4B018
中央企业海外矿产资源投资法律风险防范
研究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125 2011GXS4K062 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与绩效评价研究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126 2011GXS5K092
国家产业技术创新基地的管理与运行机制
研究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127 2011GXS5K094 科研机构改革与发展情况调查分析报告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128 2011GXS3B039
我国基础研究基地建设的成效及发展对策
研究

北京大学

129 2011GXS3B040
提高我国工程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力路径
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130 2011GXS3B041
新形势下科技新闻传播及创新型国家舆论
环境构建对策研究

清华大学

131 2011GXS4K060
企业创新成果转化模式及其有效性评估体
系建设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132 2011GXS4K065 WTO框架下自主创新替代政策研究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33 2011GXS4K066
WTO框架下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信用体系
研究

北京大学

134 2011GXS4K078 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研究及政策建议 北京交通大学

135 2011GXS5K087 国内外科技立法情况分析研究 浙江大学、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协会

136 2011GXS5K095
全球化条件下政府支持产业技术研发的模
式研究

东南大学

137 2011GXS5K098 国际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政策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138 2011GXQ4B004
金融网链管理研究—基于广义银行服务外
包的视角

北京大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教育部



10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2011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清单

139 2011GXQ4B005
蓝色经济区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发展战略
研究

山东大学

140 2011GXQ4B006
中国包容性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及政策支撑
研究

湖南大学

141 2011GXQ4B007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影响的
实证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142 2011GXQ4B008
低碳旅游与旅游消费拉动经济的一般均衡
研究

天津大学

143 2011GXS3K053 农村科技创业与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44 2011GXS3K054 高新技术企业景气指数监测（2011）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45 2011GXS3K055
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
重大问题研究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146 2011GXS3K056 创新人才研究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147 2011GXS3K057
主要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计划管理的
相关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48 2011GXS4K059 高技术成果应用转化模式与政策机制研究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149 2011GXS4K067
基于科技计划的专项任务组织模式创新和
管理改革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武汉理工
大学、武汉工业学院

150 2011GXS4K068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持产学研合作的管理
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51 2011GXS4K069
国家重大创新基地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研
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浙江大学

152 2011GXS4K071 典型国家科技管理体系与机制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53 2011GXS4K073
未来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对我国科技发展影
响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54 2011GXS4K074 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跟踪研究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155 2011GXS4K075
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对区域科技发展的需求
分析与对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56 2011GXS4K076
我国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测度指
标体系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立言创新
科技咨询中心

157 2011GXS4K077
典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预测与路线
图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58 2011GXS5K079 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状况研究与评价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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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2011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立项项目清单

159 2011GXS5K080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政策试点跟踪及
推广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合芜蚌
自主创新试验区

160 2011GXS5K082 基于WTO规则的产业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1 2011GXS5K084 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政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2 2011GXS5K085 政府采购政策支持创新案例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3 2011GXS5K088
基于科技竞争力评价的知识产权指标体系
研究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164 2011GXS5K089 主要国家科研诚信制度与管理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65 2011GXS5K090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相关重大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6 2011GXS5K091 科研机构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167 2011GXS5K096 创新型科技人才分类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168 2011GXS5K097 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案例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9 2011GXS5K101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研
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0 2011GXQ4K028 软科学研究机构调查与统计分析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1 2011GXQ4K029
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电子健康需求及其使能
技术评价体系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72 2011GXQ4K030
青海省海北州“十二五”特色产业发展战
略研究

科技日报社、中国神华集团公司、中国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3 2011GXQ4B012
殡葬职业卫生和劳动保护评价指标体系及
评价方法研究

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

174 2011GXS3B042 中国农业转基因技术风险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175  2011GXQ4B013
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型科技人才激励和保障
政策过程研究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农业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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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2011GXS3B046 科技舆情监测研究 人民网

177 2011GXQ4B011 南水北调工程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政策研究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

178 2011GXS2B010 国家公共卫生项目系统管理的标准化研究 卫生部项目资金监管服务中心

179 2011GXQ4B010
我国公共住房金融体系构建与住房公积金
改革问题研究

中国房地产研究会

180 2011GXS3B045 创新创业教育若干政策研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81 2011GXS5K099 科普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研究 中国科普研究所

182 2011GXS4K061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的政产学研用结
合新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183 2011GXS5K081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研
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84 2011GXS5K083 中国科技政策的国际观点分析与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185 2011GXS5K086 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186 2011GXQ4B022 当代科技发展思想研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87 2011GXQ4B023
大面积不正常航班情况下应急恢复机制与
政策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8 2011GXQ4B024 中国航空排放交易体系的制度建构研究 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安全技术中心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

 中国民用航空局

 人民日报社

 水利部

 卫生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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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2011GXQ4B025
气象灾害跨区域多行业应急联动的政策研
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90 2011GXQ4B026 我国公众气象服务效益评价研究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191 2011GXS4K064
“十二五”时期科技政策导向和落实机制
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

192 2011GXQ4B027
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潜力—基
于中国视角的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93 2011GXS3B044 国家创新型城区建设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

194 2011GXS2B007 转型期中国政府治理结构变革研究 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

 中央党校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气象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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