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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显先生教育思想研究

试论严家显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 杨孔炽(１:１)
严家显先生与“黄历精神”的孕育、传承和发展 吴锦程(１:５)
严家显先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述论 黄腾华(１:１０)
论严家显先生办学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许丽英ꎬ黄　 敏(１:１４)
海峡论坛

闽台农业科技合作项目立项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庄佩芬ꎬ黄小宝ꎬ张立婷ꎬ黄小敏(１:１９)
加快闽台农民产销合作组织发展的机制探索 郑少红ꎬ刘淑枝ꎬ王诗俊(１:２２)
台湾休闲渔业发展特色及其借鉴 曾玉荣ꎬ周　 琼(１:２７)
特色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发展 张丽萍ꎬ周世举ꎬ郑庆昌(２:１)
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周边地区发展战略比较研究———基于国家区域战略部署 　 　
　 　 张协嵩ꎬ石建平ꎬ郑庆昌ꎬ刘其赟(２:７)
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建设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特色发展 郑永平ꎬ赵　 彬ꎬ黄静晗(２:１４)
平潭综合实验区开放开发的四大维度建设探析 李碧珍ꎬ 张南旭(２:１９)
祖国大陆对台农产品贸易政策分析及机制研究 杨金发(３:１)
基于行业协会平台的闽台人才交流合作研究 徐　 晞ꎬ詹彦凯(３:７)
后 ＥＣＦＡ 时代两岸经贸合作与海西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陈春玲(３:１１)
台资农业企业金融服务的供需协调———以福建台农创业园为例 王林萍ꎬ蔡良玫ꎬ蒋　 凯(４:１)
海西区域物流信息化评价———基于主成分聚类分析 陈火全(４:６)
两岸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董　 微ꎬ黄素贞ꎬ林　 畅ꎬ陈玉玲ꎬ范玲佳ꎬ庄佩芬(４:１１)
闽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机制研究 毛丽玉ꎬ陈文盛(５:１)
台北市海芋季创意农业的发展及其启示 周　 琼ꎬ雷立芬ꎬ曾玉荣(５:５)
企业社会责任构建的原则和对策———以海西企业为例 李英伟(５:９)
闽台农业科技合作发展状况分析 　 　
　 　 庄佩芬ꎬ张立婷ꎬ黄小宝ꎬ黄小敏ꎬ林雨轩(６:１)
福建省发展低碳消费的实现路径研究 任玉军ꎬ李世书(６:５)
平潭践行生态建岛发展战略探析 朱鹏颐(６:１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基于受众本位论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评价———以福建省部分地区为例 　 　
　 　 刘燕娜ꎬ郑　 义ꎬ石德金ꎬ林伟明ꎬ林龚华ꎬ余建辉(１:３２)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宅基地问题研究(二)———福建小城镇建设过程中的一种模式借鉴 　 　
　 　 曾芳芳ꎬ邱生荣ꎬ高靖蓉ꎬ朱朝枝(１:３７)
现代性视角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向度与缺失———以信息技术为例 张成林(１:４１)
交易费用视角下林业联户经营形成机理分析 银小柯ꎬ陈国兴ꎬ王文烂(１:４６)
运用可交易耕地发展权优化耕地非农化配置分析 王　 荧(２:２５)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价值观解析 黄丽云(２:３１)
农村合作金融合法化发展的社会资本解释 游碧蓉(２:３４)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工业化与城镇化 蔡　 键ꎬ 张岳恒(２:３８)
现代循环农业发展:机遇挑战对策———以福建省为例 翁伯琦ꎬ刘荣章ꎬ叶　 菁ꎬ雷锦桂(３:１７)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李向娟ꎬ郑庆昌(３:２３)
农户农业生产用水行为的制度影响分析 杜威漩(３:２７)
农民工市民化的文化环境构建探析 张黎天ꎬ杨丽莉(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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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信用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赖永文ꎬ刘伟平(４:１５)
影响农地流转的农户理性行为决策分析 王正环 (４:２１)
失地农民利益表达研究———基于福州地区的实证调查 丘素珍ꎬ陈　 林(４:２６)
基于 ＳＷＯＴ 分析的漳州现代农业发展战略思考 林　 琳ꎬ杨国永(４:３０)
工业理念下福建省现代农业发展的措施与成效 　 　
　 　 刘荣章ꎬ许标文ꎬ刘健宏ꎬ陈志峰ꎬ王　 丰ꎬ翁伯琦(５:１４)
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研究———以泉州市区为例 魏秀华ꎬ吴白蓉(５:１８)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以船舶制造企业中的农民工为例 黄　 莼(５:２３)
村级社区学习中心构建模式及可持续发展对策———来自福建省农村社区的案例研究 　 　
　 　 甘满堂ꎬ吴兴南(５:２７)
闽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管护分析———以西芹水厂水源地周边农村为例 　 　
　 　 林丽梅ꎬ郑逸芳ꎬ孙小霞ꎬ苏时鹏(６:１５)
福建省农业科技推广变革与方式创新研究 刘飞翔ꎬ张文明(６:２１)
农户油茶单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油茶地块投入产出调查数据

洪燕真ꎬ洪流浩ꎬ余建辉(６:２６)



三明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启示 蒋　 蔚(６:３０)
经济管理

福建省茶叶生产效益提升路径实证研究 高水练ꎬ杨江帆ꎬ叶乃兴(１:５０)
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研究 李秀珠(１:５６)
福建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黄瑜瑜ꎬ高辉灵ꎬ徐学荣(１:６１)
中草药消费特点与促进中草药消费对策研究 陈银秀ꎬ余建辉(１:６５)
我国农资价格变化成因的通径分析 黄文彪ꎬ徐学荣(２:４４)
茶叶企业多元化经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安溪县茶叶产业为例 　 　
　 　 余文权ꎬ孙威江ꎬ吴国章ꎬ赵丽红(２:４９)
后备耕地资源区域差异分析及其政策启示 黄锦东(２:５４)
森林保险投保行为博弈分析 冯祥锦ꎬ黄和亮ꎬ杨建州(２:５９)
福建省农业贷款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彭婵娟ꎬ徐学荣(３:３７)
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小微企业银行融资创新 祝　 健ꎬ沙伟婧(３:４２)
征地补偿安置协商:一个不完全信息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 郑　 鸿ꎬ郑庆昌ꎬ蔡雪雄(３:４７)
公允价值计量偏好的理论分析 张瑞琛(３:５２)
基于 ｈ 指数的科研人员学术评价及其相关性分析 　 　
　 　 林君燕ꎬ洪　 伟ꎬ吴承祯ꎬ陈敏捷ꎬ林清秀ꎬ龙家勇(３:５８)
家族上市公司社会资本与企业的融资约束 刘微芳ꎬ刘　 静(４:３５)
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实证分析与绩效评价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的应用 廖添土(４:４２)
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时序数据的实证分析

　 　 吴其勉(４:４８)
我国林产品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许单云ꎬ陈文汇(４:５４)
浅析高校内部控制审计的难点及其突破路径 唐华琳(４:５８)
中国农业出口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陈　 雯(５:３１)
林业政策对林权抵押贷款信用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张兰花ꎬ杨建州ꎬ江家灿(５:３６)
人民币实际汇率对厦门市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林　 文ꎬ刘庆辉ꎬ陈慧萍(５:４１)
产业组织者的缺失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制约及改进 林发彬(５:４６)
资本自由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 丁　 茜ꎬ蒋　 凯(５:５１)
高校财务报销实行学生兼职财务预审制度的探讨 杨朝晖ꎬ孙思惟ꎬ黄　 怡(５:５６)
基于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分析 林　 卿ꎬ王　 荧(６:３５)
基于战略定位理论的中小企业国际化路径探析 郑少红ꎬ郑小玲(６:４１)
农业企业特征对校企技术合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林庆藩ꎬ余建辉(６:４５)
财务契约视角下公允价值研究路径探析 张瑞琛(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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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消费的文化学探讨 王秀萍ꎬ朱海燕(６:５４)
福建省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战略研究 黄聪英(６:５８)
公共管理

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研究的现状与向路 傅慧芳(１:６８)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问题研究———基于山东莱西市河头店镇 Ｓ 村的分析 　 　
　 　 李秀义ꎬ刘伟平(１:７３)
养老金制度参数分析与延迟退休对策探析 徐婷婷ꎬ韦樟清(１:７７)
“村改居”失地农民参与社区教育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郭　 涵(３:６４)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整合模式研究———基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视角 韦樟清(３:６８)
国际水务公共服务运营和监管体制比较分析及启示———以英国、荷兰、 法国和美国为例 　 　
　 　 郑丽丽ꎬ苏时鹏ꎬ黄森慰(３:７３)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驱动机制建构———基于福州便民呼叫中心的个案研究 张廷君(５:６０)
大学生村官计划:积极效应、制约因素及其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建瓯市大学生村官的调查 　 　
　 　 刘唐宇ꎬ 翁　 艳(５:６５)
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刘　 莹(５:６９)
民生政治运行的政府责任 张铃枣(６:６３)
基于 ＣＡＳ 理论的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探索 汪　 超ꎬ高焕清ꎬ于亚婕(６:６８)
我国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的理性考量———基于社会保障水平分析视角 陈　 斌(６:７３)
旅游管理

基于游客感知的海岛旅游环境实证研究———以海峡西岸鼓浪屿、湄洲岛为例 陈金华(２:６３)
基于旅游节庆开发的传统民俗文化现代化研究 ———以宁德市上金贝村“三月三”赛歌会为例 　 　
　 　 谢新丽ꎬ吕群超ꎬ谢新暎ꎬ郑立文 (２:６８)
游客对乡村旅游形象的重视因素分析———以宁德地区乡村旅游为例 周聆灵ꎬ周法法(２:７３)
基于 ＬＲ￣ＣＯ 分析的福州鼓岭旅游发展策略研究 潘　 辉ꎬ乐上泓ꎬ高　 玲(４:６２)
环境解说系统使用行为群体差异研究 赵　 明ꎬ潘　 辉(４:６７)
创意视阈下的乡村景观遗产地旅游模式研究———以福建邵武和平古镇为例 　 　
　 　 邹芳芳ꎬ胡敏杰ꎬ郑耀星(４:７２)
哲学法律

库恩科学解释学核心概念关系研究———哲学解释学的视角 张新国(１:８２)
侵权冲突法中分割方法的比较分析与理性思辨 许　 凯(１:８７)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探析———基于复杂适应系统视野 周娟娟(２:７８)
探寻滑稽模仿的法律定位———以著作权法为视角 汤凌燕(２:８２)
中国语境下的出罪要件建构———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 白晓东(２:８６)
论现代志愿精神的人文蕴涵 郑朝静(３:７７)
贴牌加工商标侵权认定的法律适用———基于法解释学的视角 侯　 卓ꎬ吴　 凯(３:８２)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健康的文化消费 叶飞霞(４:７７)
对我国影子银行的产生、现状与法律监管的思考 王浩云(４:８２)
医疗侵权诉讼中鉴定制度的构建 洪芳芳(４:８７)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以«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 　 　
　 　 穆亮红ꎬ邓翠华(５:７２)
生态文明理念视域下的文化消费审视 刘国皇(５:７６)
健全我国涉农保险法律制度思考 张新生(５:８１)
理论进基层示范点的功能与价值探究———基于福建省实践创新的思考 叶飞霞(６:７８)
坚持“五个统一”ꎬ完善理论进基层示范点运行机制 刘淑兰(６:８２)
现代新儒学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会通 袁宏禹(６:８７)
教育教学

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现状、原因与对策———基于福州市部分高校大学毕业生的调查 刘唐宇(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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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安全稳定面临的形势与对策———基于福建省部分高校调查的视角 罗良庚(１:９８)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郑可和ꎬ吴元民(１:１０２)
«农业昆虫学»教学改革与实践 艾洪木ꎬ徐金汉ꎬ尤民生(１:１０６)
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初探 林　 藩(１:１０９)
关联顺应视角下的英语教师课堂语码转换研究 伊　 玲(２:９１)
我国英语语音研究与教学现状分析及建议 林韶蓉(２:９５)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课外阅读英语文学作品的调查分析 严梦娜(２:９９)
对高校专利权流失现象的思考 许海萍(２:１０３)
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与制约因素分析 陈文滨ꎬ翁子健(３:８７)
高校科研经费内部会计控制初探 姚　 震(３:９１)
福州市社区体育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王　 梨(３:９４)
论专业课程理论教学方法的优化———以«临床血液学与检验»为例 黄慧芳ꎬ林东红ꎬ徐建萍(３:９８)
普通高校军事理论教学设计的创新 杨育林(３:１０１)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社会互动的生态学分析 刘淑兰(４:９１)
高校网络教学质量评价的“工具理性”倾向及其价值回归 温志嵩(４:９５)
福建省高校竞技健美操的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剖析福建省第 １４ 届大学生运动会竞技健美操比赛

　 　



　 　 宋敏敏ꎬ林玉川ꎬ黄　 霞(４:９９)
加强大学新区教育场建设的思考———以福州地区大学新区为例 刘　 捷(４:１０３)
高校女教师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利用的对策分析———以福建农林大学为例 　 　
　 　 邱容机ꎬ叶玲娟ꎬ郭　 鹰ꎬ陈　 华(５:８４)
输出与理解任务对听力理解和词汇习得的作用 连秀萍(５:８８)
大学生失恋心理危机干预:基于失恋心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易感性研究 张本钰(５:９３)
从迷失到自觉:探析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养成 钟发亮ꎬ蔡毅强(５:９７)
普通高校健美操课程教学多元化评价方式的研究与实践 张　 玲(５:１００)
基于“福建精神”的高校党建带团建耦合互动模式新思考 黄有霖(６:９０)
基于神经网络的学生党员考核评价系统的开发 林继熙ꎬ颜桂梅(６:９３)
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探析 周谟錾(６:９８)
建立就业状况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常态反馈机制 陈明霞(６:１０１)
语言文学艺术

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发展的理性思考 陈　 然(２:１０７)
略论闽北家族谱牒字辈排行诗的内容及功用 胥文玲(２:１１０)
论唐代组诗的声律技巧 杨国荣(３:１０４)
生活就是艺术———论徐志摩的诗化生活艺术观 黄立安(３:１０９)
基于 ３Ｓ 技术的校园三维景观表达研究 赖日文ꎬ陈平留ꎬ余坤勇ꎬ刘　 健(４:１０７)
对外汉语教学的颜色词“黄”非颜色意义定量分析 谢婧怡(４:１１０)
荒诞、焦虑与暗争中的变异婚姻———论哈罗德品特的戏剧«情人» 彭佳佳(５:１０４)
从语用学角度论英汉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 李瑾程(５:１０８)
输出假设理论对促进中介语发展的实践指导 温海花(６:１０５)
高校英文网页的翻译失误探析———以福建重点本科院校为例 陈　 隽ꎬ黄玉虹(６:１０９)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５:１１２)
«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总目录 (６:Ⅰ－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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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ｏｌ.１５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Ｎｏ. ａｎｄ ｐａｇ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Ｙａｎ Ｊｉａ￣ｘｉａ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ｍ ｏｆ Ｙａｎ Ｊｉａｘｉａｎ′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ＹＡＮＧ Ｋｏｎｇ￣ｃｈｉ(１:１)
Ｙａｎ Ｊｉａｘ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ｒｔｕｒｅꎬ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ｌｉ Ｓｐｉｒｉｔ” ＷＵ 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１: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ａｎ Ｊｉａｘｉ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Ｔｅｎｇ￣ｈｕａ(１:１０)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ｒ. Ｙａｎ Ｊｉａｘｉａｎ′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Ｕ Ｌｉ￣ｙ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１:１４)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Ｆｏｒｕ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ａｇｒｏ￣ｔｅ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Ｐｅｉ￣ｆｅｎ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ａｏꎬ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ｔ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１:１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ａｏ￣ｈｏｎｇꎬ ＬＩＵ Ｓｈｕ￣ｚｈｉꎬ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ｊｕｎ(１:２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ＺＥＮＧ Ｙｕ￣ｒｏｎｇꎬ ＺＨＯＵ Ｑｉｏｎｇ(１:２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ｐｉｎｇꎬ ＺＨＯＵ Ｓｈｉ￣ｊｕꎬ Ｚ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２: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ｅ￣ｓｏｎｇꎬ ＳＨＩ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ꎬ Ｚ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ｃｈａｎｇꎬ ＬＩＵ Ｑｉ￣ｙｕｎ(２: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ＺＨＥＮＧ Ｙｏｎｇ￣ｐｉｎｇꎬ ＺＨＡＯ Ｂｉｎꎬ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ｇ￣ｈａｎ(２:１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ＬＩ Ｂｉ￣ｚｈ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Ｎａｎ￣ｘｕ(２:１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ｆａ(３:１)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ｇｕｉｌｄ ＸＵ Ｘｉꎬ ＺＨＡＮ Ｙａｎ￣ｋａｉ(３: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ＥＣＦＡ ｅｒａ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３:１１)
Ｄｅｍ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ＷＡＮＧ Ｌｉｎ￣ｐｉｎｇꎬ ＣＡＩ Ｌｉａｎｇ￣ｍｅｉꎬ ＪＩＡＮＧ Ｋａｉ(４: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ｔｒａｉ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ＣＡ)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ＨＥＮ Ｈｕｏ￣ｑｕａｎ(４:６)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ＤＯＮＧ Ｗｅｉꎬ ＨＵＡＮＧ Ｓｕ￣ｚｈｅｎꎬ 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ꎬ ＣＨＥＮ Ｙｕ￣ｌｉｎｇꎬ ＦＡＮ Ｌｉｎｇ￣ｊｉａꎬ ＺＨＵＡＮＧ Ｐｅｉ￣ｆｅｎ(４:１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ＭＡＯ Ｌｉ￣ｙｕꎬ ＣＨＥＮ 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５: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ｌｌａ ｌｉｌｙ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ａｉｐｅ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ＺＨＯＵ Ｑｉｏｎｇꎬ ＬＥＩ Ｌｉ￣ｆｅｎꎬ ＺＥＮＧ Ｙｕ￣ｒｏｎｇ(５: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ａｋ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ｔｓ ａｓ ｃａｓｅｓ ＬＩ Ｙｉｎｇ￣ｗｅｉ(５: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ｏ￣ｔｅｃ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ＺＨＵＡＮＧ Ｐｅｉ￣ｆｅｎꎬ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ｔｉｎｇ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ｂａｏꎬ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ꎬ ＬＩＮ Ｙｕ￣ｘｕａｎ(６:１)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Ｎ Ｙｕ￣ｊｕｎꎬ ＬＩ Ｓｈｉ￣ｓｈｕ(６: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Ｐｉｎｇｔ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ａｎ ｅｃｏ￣ｉｓｌａｎｄ ＺＨＵ Ｐｅｎｇ￣ｙｉ(６:１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ｋｉｎｇ ｓ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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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ＷＥＮ Ｈａｉ￣ｈｕａ(６:１０５)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ｒｒｏｒｓ ｉｎ ｗｅｂｐａｇ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ＥＮ Ｊｕｎꎬ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ｈｏｎｇ(６:１０９)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１１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２
　 　 (６:Ⅰ－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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