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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团队名称 研究课题名称 团队带头人 所在单位

1 2019RWA001 东亚儒学研究创新团队 新时代东亚儒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朴银姬 鲁东大学

2 2019RWA002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团队 通往后形而上学之路——哈贝马斯论实用主义 董礼 潍坊学院

3 2019RWA003 新时代儒学传承创新与社会实践探索 大同儒学与新时代社会文化建设研究 翟奎凤 山东大学

4 2019RWB004 社会工作创新团队 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整体治理研究 陈为雷 鲁东大学

5 2019RWB005
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团
队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的规范模式研究 王超政 烟台大学

6 2019RWB006 城乡基层治理创新团队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李增元 曲阜师范大学

7 2019RWB0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创新团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及其实践路径研究 丁大尉 烟台大学

8 2019RWB009
人工智能“未来法治”保障制度创新团
队

人工智能语境下法律制度创新研究 罗亚海 临沂大学

9 2019RWB01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
青年创新团队

文化走出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 曲慧敏 青岛科技大学

10 2019RWB011 “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研究”创新团队 中国共产党发展话语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建构研究 任成金 山东科技大学

11 2019RWB01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创新团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 马德坤 山东师范大学

12 2019RWB017 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创新团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法治保障研究 管洪彦 山东政法学院

13 2019RWB019
人口老龄化与医养健康社会服务创新团
队

山东省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影响因素与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研
究

李伟峰 济南大学

14 2019RWB021 中外社会主义比较研究创新团队 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李华锋 聊城大学

15 2019RWC001 美学与美育创新团队 中华优秀传统家训美育思想研究 董晔 烟台大学

16 2019RWC002 齐鲁乡邦文献整理与研究创新团队 齐鲁乡邦文献整理与研究 魏学宝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7 2019RWC003 儿童文学翻译创新研究团队 儿童文学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徐德荣 中国海洋大学

18 2019RWC004 多语种语言文化翻译与研究创新团队 “一带一路”倡议下山东省多语种语言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 苏鑫 临沂大学

19 2019RWC007 儒学对外传播研究创新团队 当代儒学文献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 夏云 曲阜师范大学

20 2019RWC009 生态文明与生态美学研究创新团队 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胡友峰 山东大学

21 2019RWC010 出土文献与文学研究创新团队 楚简韵文辑录、笺注与研究 何家兴 济南大学

22 2019RWC014 多语言大数据创新团队 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英小句级对齐语料库研制与应用 邢富坤 青岛大学

23 2019RWC015 简帛学研究创新团队 新出简牍文献与儒家经典研究 赵立伟 聊城大学

24 2019RWD003 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团队 基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山东省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王京传 曲阜师范大学

25 2019RWD004
中国乡村史+社会变迁与农民问题创新
团队

制度与生活视角下的山东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1928-2018） 柳敏 青岛农业大学

26 2019RWD007 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团队 跨越海岸线的物质与能量流动：胶东海洋环境史研究 赵九洲 青岛大学

27 2019RWD009
山东运河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创新
团队

山东运河区域乡村社会振兴研究 罗衍军 聊城大学

28 2019RWD012 山东区域社会史创新团队 石刻史料与泰山礼制文化综合研究 李志刚 泰山学院

29 2019RWE003
气候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优秀青
年创新团队

山东省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与产业布局优化研究 李长胜 青岛科技大学

30 2019RWE004 公司金融创新团队 金融业开放与民营企业发展 刘海明 山东财经大学

31 2019RWE005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创新团队 人类合作行为及其演化 韦倩 山东大学

32 2019RWE008 数字经济与网络治理创新团队 金融科技、监管科技的耦合机制与协同效应研究 冯素玲 济南大学

33 2019RWE009 农业制度与乡村振兴创新团队 农地“三权分置”的生产率效应研究 肖卫东 山东师范大学

34 2019RWE012 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创新团队 “互联网+”驱动山东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高建刚 聊城大学

35 2019RWE013 技术扩散的政府规制研究创新团队 基于政策性金融视角的技术扩散的政府规制研究 宋英杰 山东工商学院

36 2019RWE014 山东省人地协调与绿色发展研究团队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山东省工业结构调整的资源环境效应与政策
体系研究

程钰 山东师范大学

37 2019RWE015 现代金融与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团队
现代金融支持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战略的机制、效应与政
策研究

辛大楞 山东师范大学

38 2019RWE021 智能大数据创新团队 山东省数字经济产业运行监测服务平台研发 田金方 山东财经大学

39 2019RWE023 现代高效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团队 “三权分置”改革与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公茂刚 山东理工大学

40 2019RWE024 人口经济学创新团队
中国人口体系的形成与变动机制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演化——
市域空间视角

逯进 青岛大学

（以编号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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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019RWF001 青少年问题行为创新团队 青少年跨期决策及其对问题行为的影响 耿晓伟 鲁东大学

42 2019RWF003
认知、环境、脑和基因对创造性的交互
影响研究创新团队

认知灵活性对创造性的影响：行为-脑-基因研究 李文福 济宁医学院

43 2019RWF005 “认知老化与语言加工”创新团队 执行控制功能训练延缓语言认知老化的认知机制及其神经机理 何文广 曲阜师范大学

44 2019RWF007 乡村振兴战略下体育发展研究创新团队 体育特色小镇“靶向化”培育机制研究 董德龙 鲁东大学

45 2019RWF009 体育锻炼矫正青少年问题行为创新团队 体育锻炼矫正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机制研究 许昭 山东体育学院

46 2019RWF011 体能与健康促进创新团队 基于健康促进的幼儿体能干预手段研究 赵岱昌 山东体育学院

47 2019RWF012 儿童青少年发展与促进创新团队 儿童青少年常见心理疾患的遗传—脑—环境作用机制 纪林芹 山东师范大学

48 2019RWF013 智慧教育研究团队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个性化学习服务优化策略研究 林金娇 山东财经大学

49 2019RWF014 齐鲁文化与山东体育产业发展研究团队 齐鲁文化与精品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刘旻航 山东财经大学

50 2019RWF015 大学生领导力与创新创业研究团队 大学生领导力与创新创业研究 赵迎 山东财经大学

51 2019RWF016 “乡村文化振兴模式”创新团队 书院模式：资源整合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实验研究 蒋福超 泰山学院

52 2019RWG002 区域能源转型创新团队 城市能源转型绩效评估及政策研究 周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3 2019RWG003 创新创业与科研成果转化团队 涉海类学术衍生企业生成机理及其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李志刚 中国海洋大学

54 2019RWG005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创新管理创新团队 专用性投资对开放式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吴爱华 鲁东大学

55 2019RWG009 食品安全与农业绿色发展研究创新团队
乡村振兴与食品安全两大战略背景下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
研究

尹世久 曲阜师范大学

56 2019RWG010 可持续低碳物流创新团队 市场化环境下资源共享的协作物流配送研究 饶卫振 山东科技大学

57 2019RWG011 组合采购管理创新团队 合约与现货组合采购风险管理研究 徐新生 滨州学院

58 2019RWG013 中医药健康产业开发利用创新团队 山东省中医药健康旅游资源开发路径与提升对策研究 包华音 山东中医药大学

59 2019RWG015 乡村振兴系统工程创新团队 乡村振兴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问题与方法研究 常相全 济南大学

60 2019RWG016 国土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创新团队 土地整治对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与优化模式研究 曲衍波 山东财经大学

61 2019RWG017 闭环供应链研究创新团队 新旧动能转换新政下闭环供应链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研究 王玉燕 山东财经大学

62 2019RWG020 山东特色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创新团队
生态优先视角下山东特色乡村振兴路径、模式及政策协同创新研
究

蔺雪春 山东工商学院

63 2019RWG021 科技创新及创业管理研究团队 超网络视角下众创空间生态系统协同演化路径及治理机制研究 周键 青岛大学

64 2019RWG022 高校科研管理创新团队 山东高校科研绩效评价与分类管理研究 封肖云 济南大学

65 2019RWG023 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创新团队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打造中组织嵌入与协同治理研究 李秀义 山东农业大学

66 2019RWG029 绿色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团队 绿色创新视角下山东省制造业企业新旧动能转换驱动机制研究 王旭 山东财经大学

67 2019RWG031 数字化商业和社会创新研究团队 数字创业平台驱动的我省制造业转型研究 张嵩 青岛大学

68 2019RWG032 社区支持农业创新团队 空间区位对社区支持农业经营模式影响机制研究 李亚光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69 2019RWG033
科技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决策支持创新团
队

面向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兴科学研究前沿识别研究 白如江 山东理工大学

70 2019RWG034 绿色低碳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团队
山东省装备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新动能培育机理与实现路径研
究

孙秀梅 山东理工大学

71 2019RWG035 新旧动能转换与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团队 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平台型企业创新机制研究 朱晓红 齐鲁工业大学

72 2019RWH001 儒学影视创作与传播研究创新团队 儒家思想指引下山东综艺内容生产创新发展研究 赵鑫 曲阜师范大学

73 2019RWH003
传统手工艺与乡村振兴齐鲁青年创新团
队

传统手工艺与乡村振兴 姜坤鹏 山东艺术学院

74 2019RWH006 智慧媒体与智慧城市战略研究创新团队 智慧媒体与智慧城市战略研究 张波 济南大学

75 2019RWH008 乡村文化振兴研究创新团队 山东省特色文化资源村落的分类保护与利用研究 徐磊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76 2019RWH012
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研究创新团
队

京杭运河流域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研究 何丽丽 聊城大学

77 2019RWH013 山东“地域舞剧”研究创新团队 建国以来山东“地域舞剧”的叙录、编创及传播 杨倩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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