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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研究

大扶贫格局下高校教育扶贫的优化路径———以福建省高校为例 刘淑兰ꎬ张雪真ꎬ李　 梅(１:１)

生态补偿式扶贫:问题分析与政策优化 赵晶晶ꎬ葛颜祥(１:７)

欧美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的应用及其启示 许标文ꎬ王海平ꎬ林国华(１:１３)

山区畲族村精准脱贫及绿色振兴研究———以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为例 　 　

　 　 罗旭辉ꎬ高承芳ꎬ刘朋虎ꎬ赖瑞联ꎬ翁伯琦(２:１)

贫困持续期对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基于“贫困—健康”循环效应分析 　 　

　 　 左孝凡ꎬ王翊嘉ꎬ苏时鹏(２:９)

福建省县域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研究 陆　 珍ꎬ张明慧ꎬ程　 煜ꎬ祁新华(２:１９)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赵清军ꎬ周毕芬ꎬ阙春萍(３:１)

我国烤烟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面板的 ＧＭＭ 估计 田逸飘ꎬ廖望科ꎬ张卫国(３:１１)

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和双重困境———基于安徽省的考察 梅晶哲ꎬ萧子扬ꎬ路幸福(３:１９)

乡村振兴战略下福建省“互联网＋特色农业”发展研究 陈咏昶(４:１)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妇女政治参与及引导路径 李　 敏ꎬ刘淑兰(４:９)

生命共同体建设与乡村绿色农业振兴对策思考 刘朋虎ꎬ刘　 韬ꎬ赖瑞联ꎬ王义祥ꎬ翁伯琦(４:１５)

西部农村扶贫开发中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的实证研究 王　 英ꎬ唐　 雲ꎬ徐　 鲲(５:１)

改革开放 ４０ 年福建县域农民收入时空演变分析 王海平ꎬ许标文ꎬ周江梅ꎬ林国华(５:９)

治理到村:基层政府积极行政之困与现实选择———以基层政府乡村环境治理积极行政为例 　 　

　 　 熊小青(５:１８)

乡村振兴战略中质量兴农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困境 罗富民(６:１)

收入差距对我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变量 左孝凡ꎬ苏时鹏(６:９)

后税费时代我国乡村治理的演进与内涵———以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为例 尹小恩(６:２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化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 杨　 晶(１:２０)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重大判断的时代价值 兰　 岚(１:２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张力与现实方位———基于文化传统与科学主义的解读 　 　

　 　 李宝艳ꎬ戴梦思ꎬ王　 鑫(２:２６)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践行路径 杨小霞ꎬ邓红玲(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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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农民利益观的逻辑理路与当代价值 赵　 敏ꎬ郑兴明(３:２６)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付高生(３:３３)

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全面领导的三维审视 陈　 潜(４:２０)

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委全面领导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张燕妹(４:２５)

福建地域文化与课程思政的融合创新研究 温志嵩(４:２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启示 陶国根(５:２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稳态经济思想评析 魏建翔(５:３４)

新时代以革命文化涵养党内政治文化的逻辑理路 阮晓菁ꎬ黄洋萍(６:３１)

“互联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路径 周娟娟(６:３７)

科学把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与任务 周新荣(６:４２)

经济管理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应研究———基于福州市小微企业的问卷调查 　 　

　 　 林　 莉ꎬ薛　 菁ꎬ赵　 岩(１:２９)

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林　 畅ꎬ王木香ꎬ黄梅波(１:３５)

福建省制造业转型升级人才需求预测分析 苏小凤ꎬ江　 强ꎬ徐文菲ꎬ许文兴ꎬ林榅荷(１:４４)

基于压力指数模型的 Ｐ２Ｐ 网络借贷风险度量研究 卢金荣(１:５２)

三重转型框架下农民工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分析 李文辉ꎬ戴中亮(２:３８)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 ＣＨＦＳ 数据的实证检验 赵周华(２:４４)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兼论福建省改革实践 邱怡慧ꎬ王　 璞ꎬ苏时鹏(２:５２)

基于空间关联的福建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施晓丽(３:４０)

地方政府举债对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王耿焕ꎬ魏远竹(３:４９)

社区新零售视角下福州市便利店发展研究 刘　 燊ꎬ陈仪微ꎬ吴晶晶ꎬ蔡栅梅ꎬ许安心(３:５７)

福建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市场竞争问题研究 林　 文ꎬ许德翔ꎬ陈王盈ꎬ张东昱ꎬ王艳艳(４:３４)

政府主导型农地经营权流转信托模式研究 柳建闽ꎬ方金华ꎬ汤凌燕(４:４０)

发达国家服务贸易依存度与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基于 ＯＥＣＤ 十国的经验数据 　 　

　 　 过晓颖ꎬ袁晓晖ꎬ许二凡(４:４６)

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私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万其龙(４:５５)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解析———基于 ＫＰＷＷ 方法测算 欧阳嘉原ꎬ许美菊ꎬ何均琳(４:６０)

大众电商创业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黄凌云ꎬ戴永务(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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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人口—生态协同发展视角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差异性———以福建省茶产业为例 　 　

　 　 马永强ꎬ宋慧琪ꎬ管　 曦ꎬ华志芹(５:４３)

农户林权抵押贷款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 ２０１７ 年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 　 　

　 　 刘芳芳ꎬ黄巧萍ꎬ温映雪ꎬ魏榕斌ꎬ刘相明ꎬ刘伟平(５:５１)

五年期国债期货最优套期保值比率的实证研究 刘　 爽ꎬ游碧蓉(５:５９)

我国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 陈秋星(５:６９)

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和实证———基于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分析 彭　 虹(６:４８)

福建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江　 强ꎬ许文兴(６:５６)

融资约束缓解对小微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马源聪ꎬ洪灏琪ꎬ林丽琼(６:６６)

福建省商务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郑蔓华ꎬ黄梦岚ꎬ许安心(６:７８)

公共管理

太湖流域水质改善的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孟　 华(２:６０)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 和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数据的分析 　 　

　 　 楼佳云ꎬ张协嵩ꎬ郑庆昌(２:６９)

社会资本对女性基层选举参与的影响———基于社会性别意识的中介效应 　 　

　 　 黄晓俐ꎬ田富俊ꎬ郑逸芳(２:７９)

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问题研究 宋春丽(２:８６)

性别意识、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阶层认同———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数据的实证分析 　 　

　 　 吴　 婧ꎬ郑逸芳ꎬ许佳贤ꎬ罗晓芳(３:６１)

公共服务感知、家庭禀赋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王　 璞ꎬ邱怡慧ꎬ郑逸芳(３:６９)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城乡差异和优化分析———以温州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为例 　 　

　 　 鲁　 文(３:７７)

高铁网络对海西城市群交通格局与旅游经济的影响 吴贵华ꎬ李勇泉ꎬ林雪玲ꎬ孙希瑞(４:７８)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及响应关系 姜　 奎ꎬ郑群明(４:８８)

旅游微信公众号用户信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基于 ＥＬＭ 和 ＵＴＡＵＴ 的整合分析 　 　

　 　 彭　 振ꎬ段正梁ꎬ贺小荣ꎬ贲培雯ꎬ王方洁(４:９９)

基本养老保险对流动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 ２０１６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刘　 艺ꎬ高传胜(５:７７)

社会态度、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身体健康———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恬瑜ꎬ李　 婵ꎬ卢海阳(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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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政府投入与公众环境友好行为———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 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孟菲ꎬ郑　 晶(６:８５)





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路径探析———以厦门市为例 张江海(６:９３)

旅游管理

高聚集游客群安全事故的时空分异与空间演化分析 殷　 杰ꎬ郑向敏(１:５９)

安溪县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纪金雄ꎬ雷国铨(１:６７)

网络舆情对旅游目的地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影响———以“雪乡宰客”事件为例 刘嘉毅ꎬ陈玉萍(１:７７)

基于旅游数字足迹的西藏旅游风险时空特征研究 李亚恒ꎬ陈金华ꎬ陈若楠(１:８４)

法律研究

福建海洋碳汇交易及其法律问题研究 江悦庭(１:９３)

以审判为中心的公安侦查困境及其对策 李晓鸣ꎬ陈积敏(１:９９)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 刘阳阳ꎬ朱睿妮(２:９２)

预告登记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效力问题 李南青(２:９９)

乡村法治建设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胡建国ꎬ杨国豪(３:８２)

刑事司法解释中兜底条款的适用 李　 军ꎬ柳建闽(３:９０)

遏制城市垃圾转移到农村的法律对策研究 曾　 炜ꎬ梁斌芳(３:１０３)

农村殡葬改革的法律思考 邱润根ꎬ邹元君(４:１０７)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程序法治:价值、原则与完善构想 林　 慧(５:９４)

利益平衡原则下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性质认定 黄晓林ꎬ樊文韬(５:１０１)

论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异议权的适用 王　 强(６:９９)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处分权的规范路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三维互动 　 　

　 　 姜丽萍ꎬ黄亚洲(６:１０７)

语言文学艺术出版

认知转喻视角下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研究———以苏轼诗词为例 黄少静(１:１０５)

河岸空间景观设计的大众景观知觉偏好研究———以福州市白马河、晋安河、安泰河为例 　 　

　 　 林燕芳(２:１０７)

我国数字化出版资源优化整合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分析———基于媒介融合的视角 　 　

　 　 张云燕ꎬ林安红(３:１０８)

基于语料库的“一带一路”话语态度资源分析 许雅缘(５: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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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 ｐｏｖｅｒｔｙ￣ｈｅａｌｔｈ"

　 　 ｃｙｃｌ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ＺＵＯ Ｘｉａｏ￣ｆａｎꎬ ＷＡＮＧ Ｙｉ￣ｊｉａꎬ ＳＵ Ｓｈｉ￣ｐｅｎｇ(２: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Ｕ Ｚｈ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ｈｕｉꎬ ＣＨＥＮＧ Ｙｕꎬ ＱＩ Ｘｉｎ￣ｈｕａ(２:１９)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ｊｕｎꎬ ＺＨＯＵ Ｂｉ￣ｆｅｎꎬ ＱＵＥ Ｃｈｕｎ￣ｐｉｎｇ(３:１)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ｕｅ ｃｕｒｅ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ＭＭ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ａｎｅｌ ＴＩＡＮ Ｙｉ￣ｐｉａｏꎬ ＬＩＡＯ Ｗａｎｇ￣ｋｅꎬ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ｇｕｏ(３:１１)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Ｉ Ｊｉｎｇ￣ｚｈｅꎬ ＸＩＡＯ Ｚｉ￣ｙａｎｇꎬ ＬＵ Ｘｉｎｇ￣Ｆｕ(３:１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４:１)

Ｒｕｒａｌ ｗｏｍｅ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Ｍｉｎꎬ ＬＩＵ Ｓｈｕ￣ｌａｎ(４: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ＬＩＵ Ｐｅｎｇ￣ｈｕꎬ ＬＩＵ Ｔａｏꎬ ＬＡＩ Ｒｉ￣ｌｉａｎꎬ ＷＡＮＧ Ｙｉ￣ｘｉａｎｇꎬ ＷＥＮＧ Ｂｏ￣ｑｉ(４:１５)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ꎬ ＴＡＮＧ Ｙｕｎꎬ ＸＵ Ｋｕｎ(５:１)

４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ｐｉｎｇꎬ ＸＵ Ｂｉａｏ￣ｗｅｎꎬ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ｍｅｉꎬ ＬＩＮ Ｇｕｏ￣ｈｕａ(５: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ＸＩＯ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５:１８)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ＵＯ Ｆｕ￣ｍｉｎ(６: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Ｔａ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ｓ ａ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ＺＵＯ Ｘｉａｏ￣ｆａｎꎬ ＳＵ Ｓｈｉ￣ｐｅｎｇ(６: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ｔａｘ ｅｒａ — Ｔａｋｉｎｇ Ｎｏ.１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ＹＩＮ Ｘｉａｏ￣ｅｎ(６:２３)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１:２０)

Ⅴ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ＬＡＮ Ｌａｎ(１:２５)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ｍ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ＬＩ Ｂａｏ￣ｙａｎꎬ ＤＡＩ Ｍｅｎｇ￣ｓｉꎬ ＷＡＮＧ Ｘｉｎ(２:２６)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ａꎬ ＤＥＮＧ 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２:３２)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ｏｆ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 　 　

　 　 ＺＨＡＯ Ｍｉｎꎬ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ｇ￣ｍｉｎｇ(３:２６)

Ｎｅｗ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ＦＵ Ｇａｏ￣ｓｈｅｎｇ(３:３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４:２０)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ｂｅ ｗｅｌｌ￣ｈａｎｄｌ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ｍｅｉ(４:２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ＥＮ Ｚｈｉ￣ｓｏｎｇ(４:２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ＡＯ Ｇｕｏ￣ｇｅｎ(５:２５)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５:３４)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ｎｅｒ￣ｐａｒｔ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ＲＵＡＮ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ｇ￣ｐｉｎｇ (６:３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 ｏｆ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ＺＨＯＵ Ｊｕａｎ￣ｊｕａｎ(６:３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ｃ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ＺＨＯＵ Ｘｉｎ￣ｒｏｎｇ(６:４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ｘ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ＬＩＮ Ｌｉꎬ ＸＵＥ Ｊｉｎｇꎬ ＺＨＡＯ Ｙａｎ(１:２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ａｐｕａ Ｎｅｗ Ｇｕｉｎｅ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Ｍｕ￣ｘｉａ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Ｍｅｉ￣ｂｏ(１:３５)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ꎬ ＸＵ Ｗｅｎ￣ｆｅｉꎬ ＸＵ Ｗｅｎ￣ｘｉｎｇꎬ ＬＩＮ Ｗｅｎ￣ｈｅ(１:４４)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２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ｍｏｄｅｌ ＬＵ Ｊｉｎ￣ｒｏｎｇ(１:５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ｒｉｐｌ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 Ｗｅｎ￣ｈｕｉꎬ ＤＡＩ 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２:３８)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ｇｉｎｇ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ＦＳ

　 　 ｄａｔａ ＺＨＡＯ Ｚｈｏｕ￣ｈｕａ(２:４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ＱＩＵ Ｙｉ￣ｈｕｉꎬ ＷＡＮＧ Ｐｕꎬ ＳＵ Ｓｈｉ￣ｐｅｎｇ(２:５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 Ｘｉａｏ￣ｌｉ(３:４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ｂ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ｄｅｂｔ ＷＡＮＧ Ｇｅｎｇ￣ｈｕａｎꎬ ＷＥＩ Ｙｕａｎ￣ｚｈｕ(３:４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ｓｔｏｒｅｓ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ｅｗ ｒｅｔａｉｌ 　 　

　 　 ＬＩＵ Ｓｈｅｎꎬ ＣＨＥＮ Ｙｉ￣ｗｅｉꎬ ＷＵ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ꎬ ＣＡＩ Ｊｉａ￣ｍｅｉꎬ ＸＵ Ａｎ￣ｘｉｎ(３:５７)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ＬＩＮ Ｗｅｎꎬ ＸＵ Ｄｅ￣ｘｉａ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Ｗａｎｇ￣ ｙｉ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Ｄｏｎｇ￣ｙｕꎬ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ｙａｎ(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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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ｓ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ꎬ ＦＡＮＧ ｊｉｎ￣ｈｕａꎬ ＴＡＮＧ ｌｉｎｇ￣ｙａｎ(４:４０)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ｒｔ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ｅｎ ＯＥＣ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ＵＯ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ꎬ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ｈｕｉꎬ ＸＵ Ｅｒ￣ｆａｎ(４:４６)

Ｆｉｓｃａｌ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ｉｎ ａｎｄ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Ｎ Ｑｉ￣ｌｏｎｇ(４:５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ＰＷ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ＵＹＡＮＧ Ｊｉａ￣ｙｕａｎꎬ ＸＵ Ｍｅｉ￣ｊｕꎬ ＨＥ Ｊｕｎ￣ｌｉｎ(４:６０)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ｎｇ￣ｙｕｎꎬ ＤＡＩ Ｙｏｎｇ￣ｗｕ(４:６８)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ｕｊｉａｎ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ＭＡ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ꎬ ＳＯＮＧ Ｈｕｉ￣ｑｉꎬ ＧＵＡＮ Ｘｉꎬ ＨＵＡ Ｚｈｉ￣ｑｉｎ(５:４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ｅｎｕｒｅ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ｌｏａｎ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ｅｎｕ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７ 　 　

　 　 ＬＩＵ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ａｏ￣Ｐｉｎｇꎬ ＷＥＮ Ｙｉｎｇ￣ｘｕｅꎬ ＷＥＩ Ｒｏｎｇ￣ｂｉｎꎬ ＬＩＵ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ꎬ ＬＩＵ Ｗｅｉ￣ｐｉｎｇ(５:５１)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ｂｏ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ＬＩＵ Ｓｈｕａｎｇꎬ ＹＯＵ Ｂｉ￣ｒｏｎｇ(５:５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ＣＨＥＮ Ｑｉｕ￣ｘｉｎｇ(５:６９)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ＥＮＧ Ｈｏｎｇ(６:４８)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ꎬ ＸＵ Ｗｅｎ￣ｘｉｎｇ(６:５６)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Ｒ＆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ｃｒｏ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Ａ Ｙｕａｎ￣ｃｏｎｇꎬ ＨＯＮＧ Ｈａｏ￣ｑｉꎬ ＬＩＮ Ｌｉ￣ｑｉｏｎｇ(６:６６)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Ｍａｎ￣ｈｕａꎬ ＨＵＡＮＧ Ｍｅｎｇ￣ｌａｎꎬ ＸＵ Ａｎ￣ｘｉｎ(６:７８)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ｉ Ｌａｋｅ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ＭＥＮＧ Ｈｕａ(２:６０)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ＬＯＵ Ｊｉａ￣ｙｕ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ｅ￣ｓｏｎｇꎬ Ｚ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２:６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ꎬ ＴＩＡＮ Ｆｕ￣ｊｕｎꎬ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ｆａｎｇ(２:７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２:８６)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ꎬ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１５ ＷＵ Ｊｉｎｇꎬ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ｆａｎｇꎬ ＸＵ Ｊｉａ￣ｘｉａｎꎬ ＬＵＯ 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３:６１)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ｔｗｏ￣ｃｈｉｌ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ＷＡＮＧ Ｐｕꎬ ＱＩＵ Ｙｉ￣ｈｕｉꎬ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ｆａｎｇ(３:６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ｉｏｒ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ｓｅｎｉｏｒ ｄａｙ ｃ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ＬＵ Ｗｅｎ(３:７７)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Ｕ Ｇｕｉ￣ｈｕａꎬ ＬＩ Ｙｏｎｇ￣ｑｕａｎꎬ ＬＩＮ Ｘｕｅ￣ｌｉｎｇꎬ ＳＵＮ Ｘｉ￣ｒｕｉ(４:７８)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ＪＩＡＮＧ Ｋｕｉꎬ ＺＨＥＮＧ Ｑｕｎ￣ｍｉｎｇ(４:８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ｕｓ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ＷｅＣｈａ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Ｍ ａｎｄ ＵＴＡＵＴ ＰＥＮＧ Ｚｈｅｎꎬ ＤＵＡＮ Ｚ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ꎬ ＨＥ Ｘｉａｏ￣ｒｏｎｇꎬ ＢＥＮ Ｐｅｉ￣ｗｅｎꎬ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ｊｉｅ(４:９９)

Ⅶ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６ ＬＩＵ Ｙｉꎬ ＧＡＯ Ｃ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５:７７)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ꎬ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５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ａｎ￣ｙｕꎬ ＬＩ Ｃｈａｎꎬ ＬＵ Ｈａｉ￣ｙａｎｇ(５:８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３

　 　 ＧＡＯ Ｍｅｎｇ￣ｆｅｉꎬ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ｎｇ(６:８５)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ｂｙ ｍｕｌｔｉ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Ｔａｋｉｎｇ Ｘｉａｍｅ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６:９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ｃｒｏｗｄｓ

　 　 ＹＩＮ Ｊｉｅꎬ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１:５９)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Ａｎ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ＪＩ Ｊｉｎ￣ｘｉｏｎｇꎬ ＬＥＩ Ｇｕｏ￣ｑｕａｎ(１:６７)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 Ｓｎｏｗ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ｅｖｅｎｔ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Ｕ Ｊｉａ￣ｙｉꎬ ＣＨＥＮ Ｙｕ￣ｐｉｎｇ(１:７７)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ｉｓｋ ｉｎ Ｔｉｂ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ＬＩ Ｙａ￣ｈｅ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Ｊｉｎ￣ｈｕａꎬ ＣＨＥＮ Ｒｕｏ￣ｎａｎ(１:８４)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ＪＩＡＮＧ Ｙｕｅ￣ｔｉｎｇ(１:９３)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ｒｉ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ＬＩ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Ｊｉ￣ｍｉｎ(１:９９)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Ｕ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ꎬ ＺＨＵ Ｒｕｉ￣ｎｉ(２:９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ｏｔｉｃ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Ｉ Ｎａｎ￣ｑｉｎｇ(２:９９)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Ｈ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ꎬ ＹＡＮＧ Ｇｕｏ￣ｈａｏ(３:８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 Ｊｕｎꎬ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３:９０)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ＺＥＮＧ Ｗｅｉꎬ ＬＩＡＮＧ Ｂｉｎ￣ｆａｎｇ(３:１０３)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ｆｕｎｅｒａｌ ＱＩＵ Ｒｕｎ￣ｇｅｎꎬ ＺＯＵ Ｙｕａｎ￣ｊｕｎ(４:１０７)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ａｌｕｅ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ａ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ＩＮ Ｈｕｉ(５:９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 ｐｒｅｅｍｐ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ꎬ ＦＡＮ Ｗｅｎ￣ｔａｏ(５:１０１)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ｂ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６:９９)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ｓ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ｉｖｉ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ꎬ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ＪＩＡ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ｚｈｏｕ(６:１０７)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ｒ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ｅｔｏｎｙｍｙ —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ｕ Ｓ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ＨＵＡＮＧ Ｓｈａｏ￣ｊｉｎｇ(１:１０５)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ｖ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ｒｉｖｅｒｂａｎｋ ｓｐａｃｅ —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ｉｍａ Ｒｉｖｅｒꎬ Ｊｉｎａｎ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ａｉ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ａ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ＬＩＮ Ｙａｎ￣ｆａｎｇ(２:１０７)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ｎ￣ｙａｎꎬ ＬＩＮ Ａｎ￣ｈｏｎｇ(３:１０８)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ＸＵ Ｙａ￣ｙｕａｎ(５:１０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９
　 　 (６:Ⅰ－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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