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社科规划“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序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1 2023VZH001 “三个务必”的深刻思想意蕴和内涵逻辑研究 李丽忠 同济大学

2 2023VZH002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意义研究 郑维伟 华东师范大学

3 2023VZH00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
创性贡献研究

夏    巍 复旦大学

4 2023VZH004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 陈方刘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5 2023VZH0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
体系研究

徐海峰 上海大学

6 2023VZH006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辩证法运用研究 陈红睿 同济大学

7 2023VZH007 比较政治经济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与共性研究 张振华 华东师范大学

8 2023VZH008 世界历史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进逻辑研究 胡博成 华东理工大学

9 2023VZH009 作为“文明方法论”的中国式现代化：学理分析和实践探索 李    振 同济大学

10 2023VZH010 中国式现代化中浦东引领区的地位和战略使命研究 姜乾之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11 2023VZH011
构建与新型举国体制相适配的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张晓娣 上海社会科学院

12 2023VZH012 上海国际数据港与“五个中心”建设融合发展研究 丁波涛 上海社会科学院

13 2023VZH013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4 2023VZH014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究 张祥建 上海财经大学

15 2023VZH015
基于数字平台渗透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研
究

徐美娜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6 2023VZH016 对标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推进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 李墨丝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7 2023VZH017 自贸区提升战略推进上海高水平对外开放研究 杨连星 华东师范大学

18 2023VZH018 人民城市理念下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研究 于健宁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19 2023VZH019 以“三个第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研究 陈    强 同济大学

20 2023VZH020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国际方位与发展趋势研究 王中奎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21 2023VZH021 人才强国战略下构筑上海人才战略优势研究 高子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2 2023VZH022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司法保障研究 王永杰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23 2023VZH023 中华优秀法律文化融入中国特色司法过程研究 秦    策 上海财经大学

24 2023VZH024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汤荣光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5 2023VZH025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研究 李宗建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序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26 2023VZH026 意识形态领域智能技术风险及应对研究 鲍    金 上海交通大学

27 2023VZH027 党的诞生地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用好红色资源实践研究 周    峥 中共一大纪念馆

28 2023VZH028 党的诞生地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实践研究 张春美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29 2023VZH029 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与全球传播研究 吴    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

30 2023VZH030 中国特色竞技体育国际话语权体系的构建研究 李荣芝 上海体育学院

31 2023VZH031 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体系研究 陈    杰 上海交通大学

32 2023VZH032
新时代新征程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优化与实践创新研
究 

陈    健 东华大学

33 2023VZH033
数字中国战略下我国城乡居民数字鸿沟的范式转型及弥合路
径

李晓静 上海交通大学

34 2023VZH034 “互联网＋”背景下就业新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 姚建华 复旦大学

35 2023VZH035 双碳目标下“生产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践路径研究 吕康娟 上海大学

36 2023VZH036 推动重点行业碳减排技术创新支撑双碳战略研究 邵    帅 华东理工大学

37 2023VZH037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理论内核、关键问题及实施路
径研究

魏文栋 上海交通大学

38 2023VZH038 双碳目标下颠覆性技术加速上海工业绿色转型的路径研究 胡    雯 上海社会科学院

39 2023VZH039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生态绿色协同治理实践研究 余敏江 同济大学

40 2023VZH040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网络强国战略研究 沈    逸 复旦大学

41 2023VZH041 数字空间安全与发展：理论逻辑与中国方案 王宝珠 上海外国语大学

42 2023VZH042 综合应对多种灾害的安全韧性城市治理策略研究 张世翔 上海健康医学院

43 2023VZH043 公共安全事前预防治理模式研究 刘    军 上海政法学院

44 2023VZH044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技术治理的风险识别与规制研究 吴志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45 2023VZH045 智慧应急赋能公共安全治理风险精准防控转型研究 宋    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

46 2023VZH046 社会矛盾风险源头防范化解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研究 任    勇 华东政法大学

47 2023VZH047 大都市郊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研究 杨    君 华东理工大学

48 2023VZH048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上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与
政社协同机制研究

郭圣莉 华东理工大学

49 2023VZH049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研究 丛立先 华东政法大学

50 2023VZH050 党内法规执行不力问题及其破解路径研究 徐瑜璐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51 2023VZH05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依规治党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研究 李卫华 华东政法大学



序号 批准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责任单位

52 2023VZH05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政德建设的资源价值研究 冯静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53 2023VZH053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逻辑与机制研究 曾瑞明 东华大学

54 2023VZH054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实现机制和主要
经验研究

张保权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55 2023VZH055 以“能上能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李    明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56 2023VZH056 领导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研究 曹文泽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57 2023VZH057 “五个必由之路”的科学内涵及其逻辑关系研究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

58 2023VZH058 青年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战略性地位与落实机制研究 张    恽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
心

59 2023VZH059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聚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研
究

王资博 上海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