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等奖 （49项）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广大社会科学工
作者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
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取得了一批
有创见、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涌现了一批政治
立场坚定、学术造诣深厚、研究成果丰硕的优
秀社会科学理论人才， 为繁荣和发展我省社
会科学事业、 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 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和标准，湖南省
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组织了湖南省第十
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从我省2013、
2014两年产生的社会科学成果中， 评出一等
奖20项、二等奖49项、三等奖30项，共计99项；
组织了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和湖
南省第四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欧
阳峣同志被评为湖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

学专家，白晋湘等4名同志被评为湖南省第六
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刘中望等5名同志被评
为湖南省第四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 特
予以通报表彰。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重要工具， 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力量， 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
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希望获奖者和广大社会
科学工作者再接再厉，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
论自信，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正确的学术
研究方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理论
创新、知识创新、实践创新，努力推出更多更有

价值的优秀成果， 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更有力的思
想保证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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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科学奖获奖名单

一等奖 （2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作者姓名

1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论文 张国祚
2 湖湘学案 著作 陈代湘 方红姣 李伏清 王丽梅 蒋波
3 开放型经济研究 著作 赖明勇 张亚斌 许和连 祝树金 刘辉煌 刘志忠 谢锐 肖皓
4 新兴大国经济问题研究 论文 汤凌霄 欧阳峣 易先忠 黄泽先 蓝茵茵 陈琦 尹向飞 皮飞兵 生延超 罗新星
5 推进电力市场改革的体制与政策研究 著作 叶泽 张新华
6 “筑牢权力之笼” 与预防职务犯罪司法研究报告 著作 吴建雄 邓联繁 周少华 姚选民
7 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著作 颜佳华 苏曦凌 王敬宇 朱逢春 周万春 倪凌 范文峰 辛玉军
8 近代 “中华民族” 观念及其内涵之形成与演变研究 论文 郑大华
9 土司文化研究 著作 游俊 瞿州莲 成臻铭 罗维庆 龙先琼 杨庭硕 张登巧 胡炳章 田清旺 田红
10什么是好的教育： 学校教育的哲学阐释 著作 刘铁芳
11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 （少数民族部分） 著作 白晋湘 万义 李玉文 宋彩珍 徐泉森 龙佩林 郭振华 吴湘军 张天成 胡建文
12日本侵华细菌战 著作 陈致远 朱清如 罗运胜 张华 柳毅
13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 著作 蒋冀骋
14庞德系列研究 著作 蒋洪新 郑燕虹
15互联网语境下的传播与文化 论文 蔡骐
16产权的会计分析 著作 曹越
17石油市场风险管理： 模型与应用 著作 张跃军 魏一鸣
18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 著作 刘沛林
19关于制定 《共产党员行为指引规定》 的建议 论文 喻建中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20中部地区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研究 论文
刘友金 潘爱民 胡黎明 贺胜兵 肖雁飞 曾世宏 向国成 赵瑞霞 吕政 易秋平 （应
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作者名单

1 分配正义研究 论文 向玉乔
2 中国美学通史·隋唐五代卷 著作 汤凌云
3 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 著作 廖小平
4 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银行业压力测试研究 著作 彭建刚 易昊 吴云 曹麟 童磊 费紫薇 潘凌遥 周再清 马亚芳 叶静
5 中国农村金融包容：转换机理、程度测量与收入分配效应 论文 王修华 关键 贺小金 谭开通 杨刚 何梦 郭美娟 周翼璇 刘志远
6 农村城镇化研究———以洞庭湖区为例 著作 柳思维 徐志耀 熊曦
7 基于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的污染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著作 彭文斌 邝嫦娥
8 中国房地产市场非有效性问题研究 著作 潘爱民
9 单方允诺的效力根据 论文 徐涤宇 黄美玲
10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论文 聂资鲁
11非洲法律文化史论 著作 夏新华
12基本医疗服务法制化研究 论文 陈云良
13自然人流动法律规制研究 著作 李先波 李琴
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研究 著作 刘建武
1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论文 李建华
16当前学雷锋面临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 著作 贺培育 李晖 潘小刚 王安中 陈漫涛 邓秀华
17中国网络文化发展二十年（1994-2014） 著作 唐亚阳 郑章飞 杨果 邓验 肖蔚 黄筱玲 彭一中 刘 宇 徐国正 倪问尹
18民族国家的建构 著作 暨爱民
19权力对话与机制创新———大学组织内部学术权力保障研究 著作 向东春
20中国跨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著作 郭丽君
21我国综合高中发展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论文 刘丽群
22职业教育管理学 著作 周明星 高涵 李尚群 胡义秋 刘晓 唐林伟 梁卿 王良 胡娜
23自我参照加工及其程度效应研究 论文 钟毅平 范伟 谭千保 陈芸 蔡荣华 张珊明 周海波 杨子鹿 占友龙
24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 论文 李育民
25明代宗藩犯罪问题研究 著作 雷炳炎
26湖南经济通史 著作 王国宇 刘云波 王晓天 李斌 郭钦 毛健 王安中 马延炜 张江洪 张衢
27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著作 刘中望
28狄更斯学术史研究 著作 赵炎秋 刘白 蔡熙 杨芳 赵世锋
29楹联传统与中国新文学 论文 肖百容
30屈原及先唐辞赋史研究 论文 郭建勋 钟达锋 冯俊
31历史文化视阈下的《论语》英译研究 著作 李钢
32诱惑与英雄：弥尔顿的神学思想与诗歌三部曲的英雄主题之研究 论文 吴玲英

33
基于语料库的幽默文本翻译研究———以钱钟书的汉语小说《围城》的
英译为个案研究

著作 戈玲玲

34
承先启后的历史坐标———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
关系研究

著作 田中阳

35文化强国与中国传媒文化“走出去”研究 论文 王国平
36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策略：以长株潭试验区为例 著作 曾耀农
37中国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模式与路径研究 著作 彭中文
38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与发展对策研究 论文 曹兴 马慧 罗会华 张伟 张琰飞 刘芳 杨春白雪 宋娟 张亮 梁鸽子
39倍增计划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论文 熊正德 刘正桥 万军 李兰 韩丽君 丁露 路婷婷 陈军昌
40重大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法治研究 著作 李燕凌 贺林波
41地方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实践思考 著作 何振 王协舟 陈艳红 向立文 盛明科
42学生贷款的社会流动效应研究———基于资本转化的视角 著作 钟云华
43长株潭城市群现代农业引领区建设 著作 匡远配
44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多声民歌研究 论文 李强 杨果朋 罗卉 张文华
45传承与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研究 著作 张应华
46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设计艺术 著作 刘文良
47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设———基于湖南省的实证研究 著作 高志强 朱翠英 卢妹香（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48湖南省特色旅游小镇（村）开发建设研究 论文
刘沛林 邓运员 李伯华 杨立国 郑文武 田亚平 胡最 彭惠军 何清华
李克强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49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研究报告 论文 朱有志 罗湖平 王文强 陈文胜 陆福兴 范东君 朱强（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三等奖 （30项）

序
号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作者名单

1 技术与性别： 女性主义技术哲学研究 论文
易显飞 常红 陈英 秦美珠 肖峰
曹志平

2
我国出口技术升级： 综合测度、 影响效应与决
定因素

论文 祝树金

3
依托国际生产组织推进我国对外投资的理论与
战略研究

论文 洪联英 罗能生 陈思

4 新型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论文 王耀中 梁向东 陈洁 梁小利
5 生物医药产业的服务效率与供给研究 论文 贺正楚 吴艳 张蜜
6 庭前会议： 从法理到实证的考察 论文 莫湘益
7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研究 著作 蒋兰香
8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探索 论文 王建礼
9 民生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研究 论文 吴毅君 王思敬 张志兵 韩平
10 农户空间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研究 著作 李伯华

11
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价值评估与应用———基于湖
南农村区域发展的实证研究

著作 周镕基

12 大学学术权力现状研究 著作 李海萍
13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研究 论文 万义
14 农民教育培训管理研究 著作 吴易雄

15 国家清史·湘军 著作
朱汉民 丁平一 周敏之 陈先初
肖永明 胡彬彬 龚抗云 李斌
肖喜雨 杨代春

16 词体的唐宋之辨： 一个被冷落的词学论题 论文 符继成 赵晓岚
17 汉语疑难字研究 论文 郑贤章
18 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政治文化系列研究 论文 曾艳钰
19 20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 论文 蒋天平 纪琳 王亭亭
20 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涵化与引导研究 论文 燕道成
21 媒介融合中的规制问题研究 论文 肖赞军
22 燃煤发电企业循环经济资源价值流研究 著作 谢志明

23 复杂环境下企业突破性创新管理理论 论文
游达明 杨晓辉 朱桂菊 马北玲
刘卫柏 阳毅 尹惠斌 黄曦子 刘海运

24
论大国农业转型———“两型社会” 建设中转变
农业发展方式研究

著作 陈文胜

25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影响研究———以湖
南为例

著作 范东君

26
产业化语境下影视艺术生产的美学选择、 表现
类型及其隐形逻辑

论文 黄柏青

27 湖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论文 彭小奇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28 大学去行政化研究与对策 论文
廖小平 孙欢 邹巅 （应用研究成果转
化奖）

29 武陵山片区减贫与发展研究 论文
冷志明 丁建军 田宇 游俊 李峰
彭耿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30 网络舆情与公共安全联动应急的对策建议 论文 盛明科 （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奖）

湖南省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名单
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湖南省第四届优秀青年
社会科学专家名单

姓 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刘中望 男 教授 湘潭大学
陈海嵩 男 教授 中南大学
易 彬 男 教授 长沙理工大学
盛明科 男 教授 湘潭大学
黄 海 男 研究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第四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的通报
（2017年5月5日 不另行文）

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及作者名单

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欧阳峣 男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姓名 性别 职称 工作单位
白晋湘 男 教授 吉首大学
李育民 男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赵炎秋 男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廖永安 男 教授 湘潭大学

督察进驻期： 2017年4月24日—5月24日
专门值班电话： 0731-81110879
专门邮政信箱： 长沙市第44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早8:00—晚8:00

中央驻湘环保督察组
值班电话和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