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1 2013GXS1D003 国家科技政策的咨询体系研究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2 2013GXS4D097
低碳经济框架下京津冀现代农业区域协作
研究

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3 2013GXS4D098
北京绿色科技在住房建设领域应用情况调
查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4 2013GXS4D099
传统出版传媒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问题与
对策研究

北京触动文化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5 2013GXS4D100 共性技术联盟运行管理研究 北京市科学技术评价研究所

6 2013GXS4D101
新医改形势下区域系统医疗服务模式及相
关政策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7 2013GXS5D194
在华外资科研机构运行模式及溢出效应研
究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8 2013GXS5D195 技术交易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规范研究 中国技术交易所

9 2013GXS5D196 科研院所改革发展情况调查研究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

10 2013GXS4D102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的成长机制和对策
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

11 2013GXS2D015
创新型企业成长模式与培育机制研究-以
河北省创新型企业为例

河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

12 2013GXS4D103
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政策研
究

河北工业大学

13 2013GXS4D104 农产品供应链整合及其对策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

14 2013GXS2D016
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科技支撑能力与战略研究

山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5 2013GXS4D105
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前瞻性研究——
以全国唯一试点县山西翼城县为例

山西师范大学

16 2013GXS2D017
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及国内比较研
究

内蒙古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17 2013GXS4D106 黄河几字湾经济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8 2013GXS4D107
内蒙古稀土专利发展战略和稀土专利预警
研究

内蒙古科技大学

19 2013GXS4D108
产业共生视角下整机带动零部件技术升级
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201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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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科技厅

 大连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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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3GXS2D018
区域创造力产业发展路径选择及政策设计
研究

大连理工大学

21 2013GXS4D110 基于双向嵌入观的协同创新效应 东北财经大学

22 2013GXS4D109
面向现代建筑产业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
式研究

沈阳建筑大学

23 2013GXS4D111 生物农业区域创新战略发展研究 吉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4 2013GXS2D019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融资模式及对
策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25 2013GXS4D112 中国大豆产业安全体系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

26 2013GXQ4D164
产业变革背景下长春市发展总部经济的战
略及对策研究

长春师范学院

27 2013GXS2D020 新时期东北地区“富民强边”战略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

28 2013GXS4D113
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多元治理
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29 2013GXS4D114
影响中俄毗邻地区科技合作要素分析及对
策研究

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30 2013GXS2D021
哈尔滨区域科技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
优势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31 2013GXS4D115
产业结构优化视角下的物流网络结构配置
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

32 2013GXS1D004 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政策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3 2013GXS1D005 创新驱动发展国际比较研究 同济大学

34 2013GXS2D022
促进上海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35 2013GXQ4D165
复杂多变环境下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自反
性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36 2013GXQ4D166
生产性服务贸易进口复杂度对先进制造业
技术效率提升的内生机制研究

上海大学

37 2013GXQ4D167 品牌与文化问题研究 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38 2013GXS5D197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科技创新影响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吉林省科技厅

 长春市科技局

 黑龙江省科技厅

 哈尔滨市科技局

 上海市科委

 江苏省科技厅

 沈阳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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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3GXS2D023
高水平企业研发机构的发展路径与对策研
究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40 2013GXS4D116
基于价值星系的江苏高技术产业创新系统
结构演化研究——以生物技术产业为例

南京师范大学

41 2013GXS5D198 创新型省份评价指标研究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42 2013GXS2D024
提升南京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机理、路径
与对策研究——基于“政产学研金介”协
同创新的视角

南京工业大学

43 2013GXS4D117 区域科技创业系统的运行机制及政策研究 东南大学

44 2013GXQ4D168
我国产业技术合作创新组织治理主体选择
与有效性研究

金陵科技学院

45 2013GXS4D118 我国农作物种业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46 2013GXS2D025 浙江海洋经济核心区发展战略研究 宁波大学

47 2013GXS4D119
GVC视角下民营企业战略资产寻求型跨国
并购对国际市场势力影响机制及对策：浙
江案例研究

浙江万里学院

48 2013GXS1D006
政府财政投入的科研院所综合绩效评价研
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9 2013GXS2D026
提高安徽省高等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

50 2013GXS4D120
协同创新中的知识产权参与、共享与分配
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51 2013GXS2D027 海峡西岸经济区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 华侨大学

52 2013GXS4D121
低碳约束下技术创新对林产品国际竞争力
的影响研究

福建农林大学

53 2013GXS4D122 国有资产管理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研究 厦门大学

54 2013GXS4D123
加快推进厦门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研
究

厦门大学

55 2013GXS2D028
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对策研究——以江西为
例

江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56 2013GXS4D124
协同创新视角下的赣南苏区稀土产业科技
人才支持体系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南京市科委

 浙江省科技厅

 宁波市科技局

 安徽省科技厅

 福建省科技厅

 江西省科技厅

 厦门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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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013GXS4D125 基层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研究 江西省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58 2013GXS2D029
山东建立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前瞻
性研究

山东大学

59 2013GXS4D126 山东软科学研究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研究 山东软科学研究会

60 2013GXS4D127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与
路径研究

山东理工大学

61 2013GXS5D199
地方工业技术研究院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研究

山东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所

62 2013GXS2D030
海洋高端产业全球创新资源分布路线图研
究

青岛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63 2013GXS4D129
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以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青岛大学

64 2013GXQ4D169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及
运行机制研究

青岛大学

65 2013GXS4D128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治理与升级创
新研究：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例

山东财经大学

66 2013GXS4D130 金融电子化时代电子支付法律规制研究 郑州大学

67 2013GXS4D131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农村劳动力统筹转移与
合理配置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

68 2013GXQ4D170
中原经济区生物质资源开发及生物质能源
产业发展研究

河南农业大学

69 2013GXS2D031 基层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70 2013GXS4D132 创新驱动发展重点问题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71 2013GXS4D133
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与有效性研究

武汉大学

72 2013GXS4D134
我国科技有效供需对接机制与政策创新研
究

武汉理工大学

73 2013GXS2D032
中部崛起背景下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战
略研究

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

74 2013GXS4D135
城市科教资源优势转变为发展优势的关键
问题研究

武汉市科学学研究所

75 2013GXS2D033 湖南省科技与金融结合体系构建研究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湖南省科技厅

 山东省科技厅

 青岛市科技局

 济南市科技局

 河南省科技厅

 湖北省科技厅

 武汉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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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2013GXS4D136 促进我国页岩气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77 2013GXQ4D171
行政监督协同机制构建与实效提升对策研
究

湘潭大学

78 2013GXQ4D172
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与对策措施研
究

湖南大学

79 2013GXS4D137 外资并购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中山大学

80 2013GXS4D138
行为决策视角下数字产品盗版管理策略与
定价机制研究

深圳大学

81 2013GXS2D034
建立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的若干问题
研究

广西科技信息网络中心

82 2013GXS4D139
以北部湾经济区为核心的跨国产业对接战
略研究

广西财经学院

83 2013GXS4D140 南海旅游开发与环境保护协同机制研究 海南大学

84 2013GXS4D141 世界沉香产业发展状况研究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

85 2013GXS2D036
高水平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模式研究——以
四川为例

四川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86 2013GXS4D144
现代农业发展与科技资源组合模式创新研
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87 2013GXS4D145
供应链视角下我国碳排放政策研究——以
天府新区为例

电子科技大学

88 2013GXS4D146
区域产业技术研究院发展模式研究——以
成都市为例

成都市科学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89 2013GXS4D147
区域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的路径研究——
以成都技术转移（集团）有限公司为例

成都理工大学

90 2013GXS2D035
重庆市区域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模式与机制
研究

重庆理工大学

91 2013GXS4D142
节能目标约束下我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调
整研究

重庆大学

92 2013GXS4D143
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评价与
路径选择研究

西南大学

93 2013GXS2D037 贵州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研究 贵州财经大学

 成都市科技局

 重庆市科委

 贵州省科技厅

 广东省科技厅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海南省科技厅

 四川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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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2013GXS4D148
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绩效评价体系及管
理机制研究——以贵州为例

贵州师范大学

95 2013GXS1D007
新科技革命与全球产业变革对我国的影响
研究

云南大学

96 2013GXS2D038 “科技入滇”长效机制研究 云南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

97 2013GXS4D149
西南地区民族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战略
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

98 2013GXS2D039 切合本地特点的西藏信息化战略研究 西藏大学

99 2013GXS4D150 西藏网络文化阵地建设中关键问题研究 西藏大学

100 2013GXS2D040
陕西省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
展路径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101 2013GXS4D151
鄂尔多斯盆地煤炭资源安全绿色高效开发
的对策研究

西安科技大学

102 2013GXS4D152
产业转移视角下“关中-天水经济区”装
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协同成长路径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03 2013GXS4D153
基于兰白协同创新系统的兰州新区创新体
系建设研究

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04 2013GXS2D042 青海省濒危中藏药材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青海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05 2013GXS4D155 青藏地区冬虫夏草产业链治理研究 青海民族大学

106 2013GXS2D041 科技支撑宁夏六盘山片区扶贫攻坚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信息
研究所

107 2013GXS4D154
国家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移民社会融入问题
研究

中国共产党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108 2013GXQ4D173
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中的科技
支撑问题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信息
研究所

109 2013GXS4D156
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和能源后备基地建设
——新疆模式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情报研究所

110 2013GXS2D04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
究

新疆农垦科学院

 西安市科技局

 甘肃省科技厅

 青海省科技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厅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云南省科技厅

 西藏自治区科技厅

 陕西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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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013GXS4D157
环塔里木中原华夏文化资源调查及数字化
研究

塔里木大学

112 2013GXS3B057 国家生物安全问题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113 2013GXS4B072 欧盟决策机制变革研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114 2013GXS2B008 我国工业节能减排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115 2013GXS3B055 当代决策理论与方法深化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116 2013GXS4B070
我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创新环境的影响机
理及评价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117 2013GXS5B190 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型人才模式研究 哈尔滨工程大学

118 2013GXS4B071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研究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119 2013GXQ4B159 关于灾害观基础理论体系的研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吉林省消防总队

120 2013GXQ4B160
公安交通管理云计算关键技术及应用模式
研究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121 2013GXS4B085
高危领域职业危害（粉尘）风险评估及分
级监管体系研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卫生
研究所

122 2013GXS4B063
全球化竞争条件下的信息资源国家控制力
研究

国家信息中心

123 2013GXS4B093
我国海洋应急管理与决策系统构建及发展
战略研究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124 2013GXS2B014 我国粮油加工业集聚及发展对策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

125 2013GXS4B086
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退化防治公私伙伴关系
机制创新研究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

126 2013GXS4B084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新型城乡体育发展形态
研究

西安体育学院

 国家外国专家局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粮食局

 国家林业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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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2013GXS3B06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与管
理模式研究

国家外国专家局

128 2013GXS4B082
基于胜任力的急诊专科医师阶梯式培养模
式研究

中日友好医院

129 2013GXS4B083
重大新药创制研发过程中部门间合作机制
的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

130 2013GXS2B013 中国出版业转型与升级战略研究 北京印刷学院

131 2013GXS1B002 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

132 2013GXS4B090
中国应急管理组织模式创新与系统建构研
究

国家行政学院

133 2013GXS4B095
我国邮政行业科技进步状况评估及科技进
步促进政策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134 2013GXS2B012 认证认可理论及政策研究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
术研究所

135 2013GXS4B096
基于转化医学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构建
策略研究

广东省中医院

136 2013GXS4B074 城市地上地下空间产权管理政策研究 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

137 2013GXS4B089
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与住房公积金制度
创新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

138 2013GXS6B214 全球研发组织模式的发展新趋势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39 2013GXS6B209 科技报告制度实践案例分析及研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4研究所

140 2013GXS6B210 科技计划成果进场交易运作模式研究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141 2013GXQ4B161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在中国企业
的应用研究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42 2013GXS4B076
环境友好型农业暨有机农业的效益评估与
发展对策研究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国土资源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环境保护部

 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国家邮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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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2013GXS3B058
运用科技手段科学有效防治腐败问题的研
究

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

144 2013GXS4B078 京杭运河黄河以北段复航前瞻性研究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145 2013GXS3B044 中国高速铁路创新研究 北京大学

146 2013GXS3B045 全媒体环境下科技宣传与舆论引导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147 2013GXS3B046 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与战略机遇 清华大学

148 2013GXS3B047 创新型人才培养与中学创新教育 北京十一学校

149 2013GXS3B048 二氧化碳对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再评价 北京大学

150 2013GXS3B049 世界能源转型中化石能源的地位 中国石油大学

151 2013GXS3B050 信息化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152 2013GXS4B064 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 中山大学

153 2013GXS4B065
农村科技创新创业金融体系建设与服务创
新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154 2013GXS4B066 生态旅游系统承载力研究 天津大学

155 2013GXS4B067
青海南部地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生态环
境保护相容性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56 2013GXS4B068
科技金融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运作
机制与政策取向

中国海洋大学

157 2013GXQ4B158 中国食品安全消费政策研究 江南大学

158 2013GXS5B175 创新政策与国际公约一致性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59 2013GXS5B176 装备制造业产业技术政策研究 东北大学

160 2013GXS5B177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协调性研究 东南大学

161 2013GXS5B178 政府科普资源整合机制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162 2013GXS5B179 新形势下科普工作重大问题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163 2013GXS6B200 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清华大学

164 2013GXS3K051 高新技术企业景气调查及监测分析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教育部

 科技部

 监察部

 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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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2013GXS3K052
新形势下科技管理绩效问题和风险防控机
制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6 2013GXS3K053 科技创新与转型发展 中国软科学研究会

167 2013GXS3K054 软科学成果应用与推广体系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68 2013GXS4K069
基于科学计量学的金砖五国科技合作现状
及预测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69 2013GXS5K180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律及政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0 2013GXS5K181
主要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和政策趋势研
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71 2013GXS5K182 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研究 科技日报社

172 2013GXS5K183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运行模式及扶持政策研
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3 2013GXS5K184 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效果评估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4 2013GXS5K185 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与管理对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5 2013GXS5K186 科技报告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76 2013GXS5K187 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改革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7 2013GXS5K188 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研究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178 2013GXS5K189 科普新媒体传播方式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79 2013GXS6K201 “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编制思路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80 2013GXS6K202
世界主要国家创新战略和技术发展趋势跟
踪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181 2013GXS6K203 引领重大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选择研究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中心

182 2013GXS6K204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前瞻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83 2013GXS6K205
我国城市创新资源分布与区域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84 2013GXS6K206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实施效果与优化策略研
究

科技部高技术研究中心

185 2013GXS6K207 创新基地结构、功能与定位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186 2013GXS6K208 创新型国家建设进程监测研究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

187 2013GXS4B073 养老机构意外事件的应对机制研究 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

188 2013GXS3B056
创新驱动农业发展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

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

 农业部

 民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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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2013GXS4B080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
政策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
所

190 2013GXS3B061 科技舆情监测研究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191 2013GXS4B081
面向大规模社会网络的舆情分析、演化及
监管策略

南京财经大学

192 2013GXS4B079
水电开发先移民后建设的政策解析与实施
路径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93 2013GXS2B010 社区矫正信息化建设战略研究 司法部司法研究所

194 2013GXS5B174 国际大科学项目和工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外交学院

195 2013GXS2B011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

196 2013GXQ4B163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大国博弈与人民币
国际化

中共中央党校

197 2013GXQ4B162 信息技术推动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领域 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

198 2013GXS3B062
探索中物院协同创新模式推进新时期发展
战略实施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

199 2013GXS1B001
世界主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径与特征
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200 2013GXS4B087
国家创新发展全视角监测体系与测度方法
的探索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201 2013GXS5B191 科研机构示范章程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202 2013GXS5B192 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203 2013GXS5B193 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4 2013GXS6B211
科研人员在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中的不良行
为及防范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外交部

 文化部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中国科学院

 人民日报社

 商务部

 水利部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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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2013GXS6B212 科技发展规划制定新方法及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206 2013GXS4B094
“航空经济”发展规律及政策体系构建研
究

中国民航大学

207 2013GXS4B091
海上气象工作在国家安全保障中的作用研
究

国家气象中心

208 2013GXS4B092
我国大城市气象灾害预警与非工程性应对
措施研究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209 2013GXS3B059 制造业典型产业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10 2013GXS4B088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效应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11 2013GXS6B213
颠覆性技术创新机制及对产业发展影响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12 2013GXS4B077
民间资本影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路径和
机制研究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中国气象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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