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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民工 (本期栏目主持人:刘淑兰教授)

新生代农民工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基于人的城镇化视角　 　
　 　 刘淑兰ꎬ何丽燕(１:１)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 陈晖涛(１:７)
网络媒体影响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张　 青ꎬ李宝艳(１:１２)

关注生态城镇建设 (本期栏目主持人:方志伟副教授)

福州亭江生态乡镇建设 ＳＷＯＴ 分析 方志伟ꎬ詹承场ꎬ方　 颖ꎬ姖彦松(２:１)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问题及其优化调控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程　 煜ꎬ林玥希ꎬ邹秀琦ꎬ张廷玉ꎬ林羽珊ꎬ祁新华(２:６)
福建山水型小城镇景观生态规划策略研究———基于大田县桃源镇广汤村的规划实践 　 　
　 　 陈顺和ꎬ方志伟ꎬ周沿海(２:１１)

关注法治前沿探索 (本期栏目主持人:郑又贤教授)

新时期确立科学的“法治 ＧＤＰ”理念探略 郑又贤(３:１)
以法治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建义(３:６)
关于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辩证思考 邓翠华ꎬ林光耀ꎬ张伟娟(３:１０)

关注经济转型与生态文明 (本期栏目主持人:温铁军教授)

理性看待全球危机ꎬ自觉转向生态文明 温铁军ꎬ邱建生ꎬ张俊娜(４:１)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农业发展 周　 立ꎬ潘素梅(４:５)
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理念转型及其试验 何慧丽ꎬ胡方萌ꎬ符　 彬ꎬ潘国亮(４:１１)

关注意识形态话语权 (本期栏目主持人:叶飞霞)

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问题研究 叶飞霞(５:１)
中国共产党民生话语的发展及当代启示———基于历次党代会文献文本的研究 李宝艳(５:６)
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及其提升策略 郑元景(５:１１)
宣传创新与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林贤明ꎬ刘淑兰(５:１６)

关注:保持党群血肉联系

习近平倡导“马上就办”的三重意蕴 李新生(６:１)
保持党群血肉联系的机理研究 郑传芳ꎬ温映雪(６:５)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反对铺张浪费———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思想史考察 李方祥(６:１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

福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基于人口老龄化的视角 　 　
　 　 叶　 莉ꎬ魏远竹ꎬ许小晶ꎬ江艺秋ꎬ陈丹妮(１:１７)
家庭农场:认识误区、发展难点与政策选择 黄　 弘(１:２３)
不同组织模式下农户生产效率研究———基于安溪农户的实证分析 管　 曦ꎬ苏宝财ꎬ谢向英(１:２８)
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欠发达地区发展策略研究———以福建省宁德市为例 　 　
　 　 叶士琳ꎬ祁新华ꎬ林荣平(１:３４)
福建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评价与动态分析 占纪文ꎬ杨雪慧ꎬ郑兴明ꎬ徐雅颖(１:３９)
福建农民合作社参与农业科技推广的评价分析 郑少红ꎬ林　 繁ꎬ王诗俊(２:１５)
基于人的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路径探讨 黄秀玲(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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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视阈下客家传统村落的调查与保护研究———基于闽西六县的实证调查 谢　 彪(２:２６)
西部农村地区构建环境经济协同发展制度的思考 陈润羊(３:１５)
绿色经济视角下农产品物流的发展方向与机制建设 张伟利ꎬ刘朋虎ꎬ罗旭辉ꎬ黄　 颖ꎬ翁伯琦(３:２１)
福建发展特色现代农业的优势、问题及对策思考 许健松(３:２６)
生态文明视角下福建养殖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选择研究 陈碧芬ꎬ刘飞翔ꎬ张文明(３:３１)
失地农民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以杭嘉湖地区为例 叶继红(４:１６)
福建农民增收的特点、制约因素及对策 钱鼎炜ꎬ黄跃东ꎬ吴　 昀(４:２１)
福建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机制与对策 李大玲ꎬ房依弟马ꎬ刘飞翔(４:２６)
尤溪联合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现状与保护对策 　 　
　 　 邹芳芳ꎬ王维奇ꎬ胡敏杰ꎬ杜威宁ꎬ闵庆文ꎬ陈秋华(４:３２)
家庭农场发展:深层问题与扶持政策的完善———基于宁波、松江、武汉、郎溪典型四地的考察 　 　
　 　 操家齐(５:２１)
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发展研究———基于台湾储蓄互助社视角 　 　
　 　 刘松涛ꎬ张彦旸ꎬ王俊帆ꎬ曾云阳ꎬ林丽琼(５:２７)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过疏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李　 卓ꎬ郭占锋(５:３４)
主销区农户储粮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的调查数据 杨月锋ꎬ徐学荣(５:３９)
论台资驱动型农业产业集群创新———以福建省为例 黎元生(６:１６)
马克思生态消费观视域下农村生态消费模式的构建 邹丽芬(６:２０)
安徽省城镇化发展对内需的影响分析 李　 乾ꎬ刘鹏凌(６:２４)

经济管理

基于合作博弈模型的民间标会风险生成机理研究 林丽琼ꎬ吴冰彬(１:４４)
闽台创意农业合作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与实证研究 林炳坤ꎬ吕庆华(１:４９)
福建省城镇化与内需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洪梦茹(１:５５)
基于 ＥＬＥＳ 模型的福建省城镇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研究 王　 震ꎬ刘伟平ꎬ江晓敏ꎬ翁　 凝(１:６１)
中国热钱流入规模测算和影响因素研究 温亚平ꎬ许安心ꎬ王志遥(１:６６)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及其收敛性分析 许佳贤ꎬ林丽梅ꎬ黄森慰ꎬ郑逸芳(２:３１)
城乡金融排斥与区域金融发展空间分异———基于河南省 １２６ 个县(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王　 飞(２:３６)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茶叶地理标志为例 赵士德ꎬ占辉斌(２:４２)
闽台水产品出口市场结构比较及合作策略研究 郑思宁ꎬ冯亮明ꎬ胡伟斌(２:４７)
福建林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人力资本评价研究 许　 驰ꎬ张春霞(２:５４)
出资社员与非出资社员按惠顾返利博弈分析———以林业专业合作社为例 　 　
　 　 陈建敏ꎬ黄森慰ꎬ谢志忠ꎬ张春霞(２:５９)
木业家具产业市场的 ＳＣＰ 分析与对策研究 汪　 鹏ꎬ黄登良ꎬ张俊杰ꎬ杨　 文(２:６３)
土地行政问责制对国有土地收益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郭春华ꎬ 陈晓平(３:３７)
新疆特色果品产业资源禀赋及区域比较优势研究 谭明交ꎬ喻晓玲ꎬ马爱艳ꎬ祁春节(３:４３)
屏南县农户小额信贷扶贫模式与实践 周江梅ꎬ姚建峰ꎬ彭湘晖ꎬ曾玉荣ꎬ许标文ꎬ胡小青(３:５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民生化:理论依据与路径选择 苏贵斌(３:５８)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梁　 正ꎬ黄　 怡(３:６２)
基于 Ｓｗａｒｍ 的逆向物流渠道冲突协调 刘龙青ꎬ张国庆(３:６６)
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孔德议ꎬ许安心(３:７１)
福建省海洋循环经济发展路径与对策 郗永勤ꎬ彭　 喆ꎬ陈耀辉(４:３９)
福建省海陆经济发展耦合关系分析 周　 俪ꎬ魏远竹ꎬ游天嘉(４:４３)
福建省物流业对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 王　 琼(４:４８)
港口物流发展与福建省外贸关系的实证分析 李秋烟ꎬ余贵美(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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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企业服务质量对顾客行为忠诚的关系研究———基于安溪铁观音茶叶的调查 　 　
　 　 刘路星ꎬ吴声怡(４:５９)
消费者对茶油的认知情况及购买意向———以福州市闽侯县为例 卢素兰ꎬ刘伟平(４:６５)
福建省种植业碳排放与产出关系研究 张毅瑜(４:７０)
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的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 施生旭ꎬ陈　 琪(５:４５)
龙岩市超市食品安全监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郑秋锦ꎬ王　 鹃ꎬ许安心ꎬ傅　 博(５:５２)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的瓶颈突破分析 张晓东ꎬ蔡书凯ꎬ朱　 钰(５:５７)
福建省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张钰洁ꎬ杨建州ꎬ黄朝宗(５:６３)
我国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 ３１ 个主要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王斌会ꎬ王　 术(６:２９)
中国跨国逃避资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美国 ＱＥ 政策的实证分析 游碧蓉ꎬ杨朝英(６:３４)
福建省经济发展与碳足迹的相关分析 修新田ꎬ陈秋华(６:４０)
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耦合关系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张　 群ꎬ魏远竹(６:４７)
福建省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效应与优化研究 张晓明ꎬ陈雅兰(６:５３)

公共管理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曾正滋(２:６９)
老年人居住安排变迁的理论解释及其政策意涵 涂原野ꎬ宁满秀(２:７３)
社会组织依托城市社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分析———以绵阳市与“小小鸟”为个案 王　 飞(２:７８)
新时期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石狮市 １２３４５ 便民服务热线为例 吴隆文ꎬ傅慧芳(２:８３)
流动老年人社会保障困境及对策研究 李　 芬(３:７７)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何建木 (３:８２)
水务 ＰＰＰ 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分析 贺亚萍ꎬ苏时鹏(６:５９)
福建省健康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与破解 吴镇聪(６:６５)
随迁老人城市适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陈盛淦(６:７０)
新常态视域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困境及其化解 张　 悦(６:７４)

旅游管理

海峡西岸旅游区入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研究 郑耀星ꎬ曾祥辉ꎬ马　 腾ꎬ毛媛媛(１:７３)
福州温泉旅游休闲产业转型升级与空间优化 郑　 蔚(１:７９)
全域旅游视角下永定县旅游发展探讨 曾祥辉ꎬ郑耀星(１:８６)
基于游客行为意图的民宿景观的组合评价与开发设计 黄杰龙ꎬ张玲玲ꎬ范梦丹ꎬ陈贵松(４:７６)
历史文化街区开发中的原真性保护———以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为例 　 　
　 　 屈　 峰ꎬ周倩媛ꎬ李晨阳ꎬ王玉玲(４:８２)
基于 ＶＥＣＭ 模型的景区网络关注度与旅游人数的关系研究———以鼓浪屿为例 　 　
　 　 殷　 杰ꎬ郑向敏ꎬ董斌彬(５:６８)
祖国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业务安全事故的引致因素研究 邹雅真ꎬ谢朝武(５:７６)
基于 ＩＰＡ 分析法的安溪茶文化旅游发展对策 郑小敏ꎬ修新田ꎬ洪小燕ꎬ纪金雄(５:８３)
厦门鼓浪屿碳足迹测算及减排策略分析 张玲玲ꎬ黄杰龙ꎬ曹　 辉(５:８８)

廉政建设研究

权力法治化:概念、基本指向与体系建构 陈科霖ꎬ谢　 佳(４:８８)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作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林丽梅ꎬ陈建平ꎬ郑逸芳(４:９４)
论责任清单制度的价值及其建构路径———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陈向芳(６:７８)
西方国家权力制约监督理论的发展逻辑 谷志军(６:８４)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风廉政建设问责逻辑及其启示 胡洪彬(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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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主业主责视野下纪委监督责任的实现路径分析 胡卫卫ꎬ陈建平ꎬ郑逸芳(６:９７)

哲学法律

港澳台地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范的考察与借鉴 秦宗川(１:９２)
对我国建立第三方水质检测制度的思考 林　 龙(１:９９)
检务公开立法的中国表达 安晨曦(２:８９)
金融危机救助中的惩罚制度研究 李良雄(２:９６)
茶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以闽茶文化创意产业为例 官玉琴ꎬ夏良玉(２:１０１)
基于乡村治理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路径研究 阮晓菁ꎬ温映雪(３:８９)
论英美刑法共谋罪之可罚性依据———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视角 张淑芳ꎬ林俊辉(３:９４)
我国反垄断群体诉讼研究 石春雷(３:９９)
依法治校背景下高校与学生法律纠纷的应对与防范 温志嵩(３:１０５)
村民自治方式的完善路径———基于两岸乡村治理的比较分析 陈文兴ꎬ汤凌燕ꎬ林雅玲(４:９９)
破坏林木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研究 牛忠志ꎬ王翔鸥(４:１０４)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 林国荣ꎬ郑美红(５:９３)
自然语言逻辑的产生与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表示 王　 芳(５:９８)
公众共用物使用权视角下的森林进入权构建 裴丽萍ꎬ张启彬(６:１０２)
儿童权利保护中国家介入的前提与原则 郑净方(６:１０８)

语言文学艺术

非英语专业学生二语写作认知过程研究 汤志明ꎬ郭正良(１:１０３)
“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及路径分析 陈月霄ꎬ裴文庆ꎬ王彬彬(１:１０９)
多模态隐喻的劝说功能———以美容产品广告为视角 宋晓舟(２:１０５)
数字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的危机管理研究 林安红(２:１０９)
文学思潮概念的界定与甄别———以“浪漫主义”等术语辨析为例 王孟图(３:１１０)
追寻“生活的真相”———«远航»中的意象叙事探析 陈　 研(４:１０９)
政治文献中的特色词英译历时研究———基于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报告中的译文语料 刘　 玮(５:１０２)
福州三坊七巷地域旅游产品的包装设计 傅宝姬(５: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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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ｏｌ.１８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ｓ ａｒｅ Ｎｏ. ａｎｄ ｐａｇ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ＬＩＵ Ｓｈｕ￣ｌ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 Ｓｈｕ￣ｌａｎꎬ ＨＥ Ｌｉ￣ｙａｎ(１:１)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Ｈｕｉ￣ｔａｏ(１:７)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ｍｅｄｉａ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ꎬ ＬＩ Ｂａｏ￣Ｙａｎ(１:１２)
Ｆｏｃ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ｂ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Ｆ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ｉ)
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Ｅｃｏ￣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ｉꎬ ＺＨＡＮ Ｃｈｅｎｇ￣ｃｈａｎｇꎬ ＦＡＮＧ Ｙｉｎｇꎬ ＪＩ Ｙａｎ￣ｓｏｎｇ(２:１)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ｆｒｉｎｇｅ———Ａ ｃａｓ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Ｇ Ｙｕꎬ ＬＩＮ Ｙｕｅ￣ｘｉꎬ ＺＯＵ Ｘｉｕ￣ｑｉꎬ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ｎｇ￣ｙｕꎬ ＬＩＮ Ｙｕ￣ｓｈａｎꎬ ＱＩ Ｘｉｎ￣ｈｕａ(２: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ｕａｎｇｔａ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ꎬ Ｔａｏｙｕａｎ Ｔｏｗｎꎬ Ｄａｔ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ＣＨＥＮ Ｓｈｕｎ￣ｈｅꎬ ＦＡＮＧ Ｚｈｉ￣ｗｅｉꎬ ＺＨＯＵ Ｙａｎ￣ｈａｉ(２:１１)
Ｆｏｃｕ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 ＺＨＥＮＧ Ｙｏｕ￣ｘｉａ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Ｇ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ＺＨＥＮＧ Ｙｏｕ￣ｘｉａｎ(３:１)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ｙｉ(３:６)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ｌａ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Ｇ Ｃｕｉ￣ｈｕａꎬ ＬＩＮ Ｇｕａｎｇ￣ｙａｏꎬ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ｊｕａｎ(３:１０)
Ｆｏｃ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 ＷＥＮ Ｔｉｅ￣ｊｕ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ＷＥＮ Ｔｉｅ￣ｊｕｎꎬ ＱＩＵ Ｊｉａｎ￣ｓｈｅ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ｎａ(４: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ＺＨＯＵ Ｌｉꎬ ＰＡＮ Ｓｕ￣ｍｅｉ(４:５)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Ｈｕｉ￣ｌｉꎬ ＨＵ Ｆａｎｇ￣ｍｅｎｇꎬ ＦＵ Ｂｉｎꎬ ＰＡＮ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４:１１)
Ｆｏｃｕ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 ＹＥ Ｆｅｉ￣ｘｉａ)
Ｋｅ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ＹＥ Ｆｅｉ￣ｘｉａ(５: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ＰＣ′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ｂｏｕ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ＰＣ ＬＩ Ｂａｏ￣Ｙａｎ(５:６)
Ｏｎｌｉｎ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ａｎ￣ｊｉｎｇ(５:１１)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ＬＩＮ Ｘｉａｎ￣ｍｉｎｇꎬ ＬＩＵ Ｓｈｕ￣ｌａｎ(５:１６)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ＬＩ Ｘｉｎ￣ｓｈｅｎｇ(６: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Ｐ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ＺＨＥＮＧ Ｃｈｕａｎ￣ｆａｎｇꎬ ＷＥＮ Ｙｉｎｇ￣ｘｕｅ(６:５)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ｖａｇ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ｒｉｃｔ ｒｕｌ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ｔｏ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ＬＩ 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６:１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ｉｎｇ ＹＥ Ｌｉꎬ ＷＥＩ Ｙｕａｎ￣ｚｈｕꎬ ＸＵ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ꎬ ＪＩＡＮＧ Ｙｉ￣ｑｉｕꎬ ＣＨＥＮ Ｄａｎ￣ｎｉ(１:１７)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ＵＡＮＧ Ｈｏｎｇ(１:２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ｘ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ＵＡＮ Ｘｉꎬ ＳＵ Ｂａｏ￣ｃａｉꎬ ＸＩＥ Ｘｉａｎｇ￣ｙｉｎｇ(１:２８)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ｉｃ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ｋｉｎｇ Ｎｉｎｇｄ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ＹＥ Ｓｈｉ￣ｌｉｎꎬ ＱＩ Ｘｉｎ￣ｈｕａꎬ ＬＩＮ Ｒｏｎｇ￣ｐｉｎｇ(１:３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 Ｊｉ￣ｗｅｎꎬ ＹＡＮＧ Ｘｕｅ￣ｈｕｉꎬ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ｎｇ￣ｍｉｎｇꎬ ＸＵ Ｙａ￣ｙｉｎｇ(１:３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ｏｐ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ａｏ￣ｈｏｎｇꎬ ＬＩＮ Ｆａｎꎬ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ｊｕｎ(２:１５)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ꎬ ｐａｔｈ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ｕ￣ｌｉｎｇ(２:２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ｋｋ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ｓｉｘ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Ｆｕｊ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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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ＺＨＥＮＧ Ｊｉｎｇ￣ｆａｎｇ(６:１０８)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ꎬ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Ｆ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ｓ ＴＡＮＧ Ｚｈｉ￣ｍｉｎｇꎬ ＧＵＯ Ｚ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１:１０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ｒｅａ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Ｙｕｅ￣ｘｉａｏꎬ ＰＥＩ Ｗｅｎ￣ｑｉ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Ｂｉｎ￣ｂｉｎ(１:１０９)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ｓｍｅｔｉｃ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ｚｈｏｕ(２:１０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ＩＮ Ａｎ￣ｈｏｎｇ(２:１０９)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Ｔａｋ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ｒｍｓ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ｔｕ(３:１１０)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ｌｉｆｅ"———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Ｏｕｔ ＣＨＥＮ Ｙａｎ(４:１０９)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ｏ １６ｔｈꎬ １７ｔｈ ａｎｄ １８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ＬＩＵ Ｗｅｉ(５:１０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ｎ Ａｌｌｅｙｓ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Ｕ Ｂａｏ￣ｊｉ(５:１０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６:Ⅰ－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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