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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社科联 2020 年度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各基地培

育产出高水平、标志性成果，近期，我会启动了 2020年度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本次基地课题申报评

审工作由各基地具体负责。现将各基地的课题申报通知附上，请

根据实际，积极组织申报。 

                                    

    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关于申 2020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课题的通知 

 

      

根据省社科联《关于做好 2020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将 2020 年度浙江省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

究中心”（简称 CEBD）课题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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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要求，聚焦哲学社会科学各

学科前沿问题，注重多学科综合研究，积极培养基地自身的研

究特色和优势研究领域，着力打造高水平、标志性成果，构建

浙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地。 

二、课题级别和资助额度 

 1.课题级别。2020 年度基地课题级别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重点课题，根据课题申报数和立项数 3:1 的比例确定，立项

数最多不超过 5 项。 

2.资助额度。课题资助经费为每项 6 万元，由 CEBD 的基

地经费中列支。 

三、申报要求 

1.课题指南。根据基地的发展规划，2020 年本基地支持以

行为实验、仿真实验、神经实验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课题，研究

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个体决策行为； 

（2）行为博弈与社会偏好； 

（3）契约与组织理论； 

（4）劳动市场行为； 

（5）拍卖与市场设计； 

（6）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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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条件：每个课题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基地的一项课

题，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

未结题的，不得申报本基地课题。课题完成时间一般不超过 3

年，研究时间自立项日起算。 

四、结题要求 

1.课题成果的研究内容必须紧扣申报主题和研究范围。公

开发表的论文，须首要标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课题成果（编号

xxx）”字样；出版的著作，须将“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课题成果”作为同一级别课题的唯一标注。基地英文

为：Center for Economic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未达到以上标注要求的，

结项时不予认可。 

2.成果形式为专著的，应同时发表课题负责人作为第一作

者的一级期刊论文 1 篇以上；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应发表课题

负责人作为第一作者的一级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期刊级别参

照浙江大学《国内学术期刊名录•2016 年修订版》）。发表在

SCI、SSCI、A&HCI 等收录期刊且符合 2016 年（修订版）浙江

大学学术期刊名录的外文期刊的论文，需所在单位提供审核意

见，同时提供论文的中文译稿和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出具的

收录证明等材料。 

3.课题成果符合以下条件的，自动认定为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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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立项课题为基础的相同选题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以上； 

（2）课题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文库或获得省部级成

果奖二等奖以上。 

五、课题评审和管理 

1.课题评审。本基地遵循“公平、公正、客观、规范”的

原则，并按省社科联要求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课题评审。 

2.立项管理。基地课题立项后，本基地将与课题负责人签

订《基地课题立项协议书》，明确有关要求。 

3.经费管理。基地课题经费参照《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4.结题管理。课题研究完成后，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将完整

的结项材料包括研究成果，报经课题承担单位科研管理部门、

基地及其基地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基地依托单位科研

管理部门对照结项标准审核把关后，上报省社科联科研管理处

办理验收结项手续。结项材料包括： 

①研究成果（成果形式为专著的，提供出版后的著作 3 本

（套）；成果形式为论文的，提供发表刊物原件或与原件审核

后的复印件 1 份。 

②《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鉴定结题审批

书》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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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符合自动认定结题条件的，凭相关证明材料办理课题结

项手续。 

5.其它未尽事宜参照《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管理

办法》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申报时间和材料要求 

1.申报时间。申板子材料上报截止时间：11 月 29 日，逾期

不予受理。 

2.申报材料。纸质材料包括《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课题申报表》1 式 3 份、《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课题设计论证活页》1 式 8 份，申报表和活页一律 A3 双

面打印，中缝装订。申报材料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roger.1228@163.com，并在邮件主题注明“（姓名）基地课题

申报”字样。 

联系电话：0571-86732822 

联系人：王露婷 

通讯地址（外地申报人员请务必使用顺丰快递或 EMS）：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18 号浙江财经大学文化中心 301 室

（邮编：310018）。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 

                                                  2019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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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叶航教授出席经济学院 

首届博士生论坛并作主旨报告 

10 月 26 日，经济院首届博士生论坛在学院楼 210 会议室举

行，研究生院宋思圆老师、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叶

航教授、经济学院院长胡亦琴教授、学院全体博士研究生和青年

教师代表共 40 余人出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武

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数十位博士

研究生齐聚一堂，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论坛由经济学院副

院长王正新教授主持。 

 

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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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上，经济学院院长胡亦琴教授向远道而来的青年学子

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支持学院研究生培养发展工作的专家学者表

示衷心感谢。她指出，博士生教育作为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体

现出一个学院人才培养的高度，代表着一个大学的人才培养水

平。作为献礼 45 周年校庆暨 20 周年院庆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

本次论坛召开的目的是为校内外的博士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大范

围、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拓宽博士生的

学术视野，激发博士生的创新思维，全面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经济学院院长胡亦琴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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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思圆老师代表研究生院在致辞中对学院博士生论坛的精

心筹备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她表示，通过这样的学术交流平

台，学术精神在争辩中得以传承和发扬，创新能力在交流中得以

培养和提高，院校友谊在互动中得以巩固和升华。来自全国各地

的博士生聚在一起畅所欲言，共同攀登科学高峰，对于经济学院

和学校都是一场学术盛宴。 

 

研究生院宋思圆老师致辞 

  论坛特邀我校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叶航教授

作了题为“做学问的三重境界”的主旨报告，叶航教授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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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生和生存手段的学问”，“作为合作手段的学问”和“作为满

足好奇心的学问”三个境界阐述如何幸福的做学问。叶航教授阐

述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学科缘起和发展历程，并结合自己的学习

研究经历，讲述自己从了解主流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假设产生的

疑问，到针对这些问题不断阅读文献寻找解答的过程。叶航教授

勉励年轻博士生勤观察、勤思考，认真对待学术研究，早日成长

为学术新秀。 

 

叶航教授做主旨报告 

  下午的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的 5 位博士生分别围绕财政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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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与创新企业集聚、时间偏好、中国高科技企业 OFDI 速

度、融资约束差异、DSGE 模型、环境规制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学

术交流与互动，与会的特邀专家对每一位博士生报告进行了专业

的点评，从学术研究、论文写作到如何进行学术报告均提出了中

肯的建议。本次论坛共评选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二

名，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叶思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锦锦

（浙江大学）、李笑（南京师范大学）、王伟（浙江财经大学）、

殷宇飞（浙江财经大学）分别上台领奖。 

 

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王伟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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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博士生王锦锦报告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李笑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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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叶思晖报告论文 

 

浙江财经大学博士生殷宇飞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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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航教授为获奖者颁奖 

  本次博士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 13 所知名高校的 20 余篇学

术论文，论文内容涉及广泛，论文作者思维活跃。论坛包容开放

自由的学术精神，吸引广大博士生和青年研究人才持续关注前沿

重点问题。通过搭建全国性的博士生学术交流平台，旨在展示博

士生科研成果，激发博士生学术热情，加强博士生交流互动，提

升博士生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学院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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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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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罗俊副教授入选第二批 

“浙江省院士结对培养青年英才计划” 
 

 

 

 

10 月 5 日，CEBD（执行）副主任罗俊副教授入选“浙江省

院士结对培养青年英才计划”，与浙江大学两弹一星科学家唐孝

威院士结对，通过参与项目研究、学术交流、课题指导等多种形式，

加速提升我省高校青年学术骨干的学术创新水平。 

 

唐孝威 1931 年 10 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原子核物理及高

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浙江大学物理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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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博士生导师。1952 年唐孝威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在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北京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苏联杜

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青海核工业部九院、北京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瑞士日内瓦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等单位工作。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唐孝威主要从事原子核物理、高能实验物理、生物物

理学、医学物理学、核医学、脑科学等方面的研究，是参与我国

“两弹一星”研制的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最早从事核医学的科

学家之一。罗俊副教授在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在唐孝

威院士的指导下开展过心理学、脑科学和神经经济学的研究。 

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突出人才强省、人才强校工作导

向，切实加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杰出青年人才，2018

年 9 月，省教育厅与省科技厅联合下发通知，实施“院士结对培养青

年英才计划”，邀请两院院士通过“带徒授艺”的方式，为我省高校

培养青年人才。入选“青年英才计划”的教师将在院士的指导下，通

过参与项目研究、学术交流、课题调研等多种形式，加速提升学术创

新水平，力争成为“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高

层次人才，或省部级重要奖项一等奖的完成人，国家级重要奖项的主

要完成人（排名前 3），为加快推进高教强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青年英才计划”共选拔 100 人，分两批完成。第一批“青年英

才计划”人选 52 名，专业上突出我省高校的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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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经

济等产业领域。 

在结对培养期间，浙江省教育厅将会同相关部门根据《院士结对

培养青年英才计划协议书》，每年对“青年英才计划”实施情况进行

考核。浙江省教育厅、省科协将优先推荐“青年英才计划”入选者申

报各级各类人才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