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2020年度
拟立项规划课题名录

课题序号 学校 备案中心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备注

G1 云南大学 孟加拉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孟加拉国极端势力的发展趋势及

对我影响研究
邹应猛

G2 福建农林大学
南太平洋岛国研究

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两岸产业交流合作影响研究 郑思宁

G3 四川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美撤军后阿富汗政局及反恐形式走向研究 修光敏

G4 北京语言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非洲警察组织研究 李赫男

G5 北京联合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
俄罗斯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对我国智慧应急物资预测的

启示
程肖冰

G6 上海政法学院 东北亚研究中心  新时期运筹中美俄三角关系研究 韩冬涛

G7 美洲警察组织研究（公安部） 流标

G8 中国传媒大学 坦桑尼亚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产影视剧对东亚三国的传播策略

研究—基于美国流媒体影视剧对亚洲传播的比照
李坤若楠

G9 湖南师范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中蒙能源合作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梁斌

G10 山东大学
俄罗斯与中亚研究

中心
中国与俄罗斯、乌克兰高等教育合作效益研究 陈培军

G11 北京师范大学
二十国集团反腐败
追逃追赃研究中心

美国滥用“长臂管辖”、“出口管制”等法律手段对中
美教育交流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王秀梅

G12 成都大学 泰国中心 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境外办学基础研究 杜洁

G13 成都大学 泰国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泰国来华留学的影响及对策 李萍

G14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 后疫情时代英国留学趋势及我国政策应对研究 赵壁

G15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加拿大研究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政策与实践研究 郑春生

G16 北京交通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 中美农产品贸易潜力分析 裘晓东

G17 北京外国语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对巴西和阿根廷农业投资合作研究 常福良

G18 北京师范大学
金砖国家合作研究

中心
国外就业优先政策的内涵和实施机制研究 卫志民

G19 大连理工大学
独联体国家研究中

心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与俄罗斯、白俄

罗斯合作中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郭淑红

G20 沈阳化工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和中非经贸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杨颖红

G21 新疆师范大学 中亚研究院 “一带一路”环境教育合作发展潜力研究研究 王勇辉

G22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南国商学院

极地问题研究中心
“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品牌建设

路径研究——北极可持续发展视角
罗颖

G23 华南农业大学 英国研究中心 国际体育组织行政运作模式及中国参与路径研究 周华锋

G24 赣南师范大学 新加坡研究中心
从非典到新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新加坡文化产业对

策研究
王峰

G25 上海外国语大学
伊斯兰合作组织研

究中心
“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国别策略研究 闵捷

分数相同

G25 渤海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亚洲遗产保护行动”国别策略研究 于富业

G26 中央财经大学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

究中心
俄罗斯应急管理体系研究 童伟

G27 山东大学 欧洲研究中心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反移民”因素探究 李济时



G28 聊城大学
太平洋岛国研究中

心
美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军事部署研究 赵少峰

G29 上海政法学院 东北亚研究中心
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于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安全及防

范机制研究
桑小川

G30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沙特、俄罗斯、美国能源三角关系研究 曹峰毓

G31 西南交通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美国多民族“熔炉”的历史痼疾 张举燕

G32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国际移民研究中心 后欧时代英国移民政策转型及对中英关系影响研究 刘春燕

G33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南国商学院

极地问题研究中心 南极主权声索国南极立法比较研究及中国的启示 刘兰凤

G34 哈尔滨工程大学
俄罗斯乌克兰研究

中心
中俄联合开发北极航道的困难与前景研究 陈晶莹

G35 陕西师范大学 土耳其研究中心 中美战略稳定评估 忻怿

G36 三亚学院
印度尼西亚研究中

心
基于社交媒体计算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形象建构研究 张美云

G37 武汉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
日本与东盟国家海洋与安全合作的最新演进、战略指向

及我国对策研究
王竞超

G38 上海外国语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 德国能源转型战略评估及启示研究 盛春红

G39 浙江大学 德国文化研究所 德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卫生治理能力与体系研究 李媛

G40 北京语言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
法国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依托的智慧城市建设现状及相

关问题讨论
云国强

G41 上海外国语大学 巴西研究中心 拉丁美洲的疫病共生与对抗 张维琪

G42 中山大学 欧洲研究中心 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大国外交 缪君

G43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斯拉夫国家研究中

心
乌克兰颜色革命中的国民教育问题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武卉昕

G44
浙江金融职业学

院
捷克研究中心

系统推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医疗领域合作的路径与对策
研究

张海燕

G45 四川大学 欧盟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冲击下西欧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涂东

G46 北京语言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 中东欧地区大国关系动态及影响研究 周建仁

G47 河北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视域下依托世界旅游联盟（WTA）构建中

拉旅游扶贫国际合作机制研究
邢慧斌

G48 对外经贸大学 法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与“大巴黎计划”

中法“后现代”市政规划比较研究
赵永升

G49 云南师范大学 缅甸研究中心
缅甸滇籍华商网络的变迁及其对中缅经济走廊共建的作

用影响研究
李正

G50 墨西哥制造业总成本测度及变化趋势研究 流标

G51 重庆科技学院 拉美研究中心
探析新冠疫情和油价战双重冲击下拉美石油对中国的战

略性影响
张利亚

G52
北京第二外国语

学院
秘鲁研究中心

西班语国家媒体中关于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疫情分
析

张岑

G53 北京大学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马万华

G54 西南科技大学 拉美研究中心 新冠疫情冲击下拉美国家债务风险研究 李仁方

G55 湘潭大学
西班牙语国家与地

区研究中心
拉美国家消除贫困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方案 张磊

G56 河北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新形势下拉丁美洲国家金融开放效应及金融监管研究 闫屹

G57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

究院
中欧在东南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潜力与模式研究 熊灵

G58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2020年疫情背景下中国与巴西经贸合作研究 朱文忠

G59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金砖国家研究院 巴西在中美经竞争格局下的利益选择及政策分析 谌华侨



G60 安徽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所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 范和生

G61 天津外国语大学 葡萄牙研究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视野下中国和拉美医疗卫生合作的现状、

障碍和策略研究（以巴西为例）
王若瞳

G62 福建师范大学
印尼研究中心、菲

律宾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视域：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软实力

建设的影响力研究
姜兴山

G63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院
阿富汗反恐形势对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丁云宝

G64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斯拉夫国家研究中

心
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推进中国北部边疆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对策研究
陈宪良

G65 山东大学 韩国研究中心 后疫情时代东亚一体化研究 崔明旭

G66 暨南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路径研究 董贺

G67 确立南太地区整体外交，完善我国国际战略布局 流标

G68 厦门大学 港澳台研究中心 台湾局势变化与对台战略策略调整研究 唐永红

G69 赣南师范大学 新加坡研究中心 新加坡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路径与法治保障研究 朱文龙

G70 南京理工大学 沙特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中沙能源合作共同体的策略研

究
孙东平

G71 云南师范大学
孟加拉湾地区研究

中心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印度洋地区华侨华人研究 余媛媛

G72 新疆财经大学
哈萨克斯坦研究中

心
“一带一路”下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问

题研究
邓小乐

G73 北京语言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一带一路”走近非洲心脏地带——论“一带一路”倡
议框架下扩大深化中国同塔葛尼喀湖地区国家的合作思

考
李岩

G74 重庆交通大学 贝宁研究中心 贝宁及西非地区交通发展研究 魏铜铃

G75 红河学院 越南研究备案中心 滇越边境地区外籍务工人员流动与地方管理机制研究 施建光

G76 海南大学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

域研究中心
海南在国家深入推进澜湄合作中的作用与定位研究 刘刚

G77 北京语言大学 阿拉伯研究中心 海湾阿拉伯国家政治伊斯兰演变及影响研究 邵玉琢

G78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国际移民研究中心 移民视角下萨赫勒地区的安全问题及中国行动 刘巍

G79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 日本对非战略嬗变与中国对策研究 刘轩

G80 江西师范大学
马达加斯加研究中

心
新冠疫情背景下非洲法语国家媒体对华报道研究 柯于国

G81 北京外国语大学
海湾阿拉伯国家研

究中心
新冠疫情下的埃及经济及中埃经贸合作：冲击、挑战与

对策
黄超

G82 云南师范大学 柬埔寨研究中心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四角战略”的融合与

对接研究
洪菊花

G83 西南财经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 中国脱贫攻坚经验对非洲国家减贫的借鉴与推广 叶菁菁

G84 云南大学
中缅命运共同体构

建研究
中缅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杨祥章

G85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南亚东南亚研究中

心
中越南海博弈新动向 冯超

G86 广西民族大学 东盟研究中心 佐科连任后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发展态势研究 杨晓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