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0年）

共 150 条记录

机构名称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论文发表起始年代 = 2000
论文发表中止年代 = 2000

第1条记录

【论文题名】评我国证券法第四章“上市公司收购”
【英文题名】Comments on Section 4 of Security Law "Acquistition of Corporation by Share on Security Market"
【论文作者】白玉琴，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证券法／上市收购／立法疏漏
【发表期刊】法学评论，2000,(4).-92-95

第2条记录

【论文题名】澳门商业银行法律制度初探
【英文题名】A Research on the Law System of Macow's Commercial Bank
【论文作者】白玉琴，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监督管理／干预制度
【发表期刊】现代法学，2000,(2).-116-117

第3条记录

【论文题名】治理污染新思路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蔡增正，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外溢权利市场
【发表期刊】生态经济，2000,(5).-33-35

第4条记录

【论文题名】对教育投资社会回报率的估计
【英文题名】The Estimation of social Rates-of-Returm to Investment in Educations
【论文作者】蔡增正，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教育回报率／教育投资／私人回报率／社会回报率／教育外溢利益
【发表期刊】教育与经济，2000,(2).-1-5,14

第5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最适度货币区看欧元前途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曹龙骐，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国际货币／欧洲货币联盟／最适度货币区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1).-19-22

第6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国利率政策有效性探讨
【英文题名】A Study of the Affectivity of Interest Rate Policy in China
【论文作者】曹龙骐／郑建明，深圳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利率政策／利率结构／居民消费
【发表期刊】金融研究，2000,(4).-23-33

第7条记录

【论文题名】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学科思考
【英文题名】My Thinking of the Study of Bilingualism and Bidialectism as a New Discipline
【论文作者】陈恩泉，深圳大学教育学院，深圳



【标引词】双语双方言／学科体系／代码变换／语言接触／语言规划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2000,(9).-116-124

第8条记录

【论文题名】加入WTO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与对策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陈建华，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 WTO／金融业／金融改革／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国民待遇
【发表期刊】经济学动态，2000,(10).-14-17

第9条记录

【论文题名】企业竞争情报的搜集与研究
【英文题名】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n Enterpris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论文作者】陈若韵，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竞争情报／企业／情报搜索／情报研究
【发表期刊】情报杂志，2000,(6).-15-17

第10条记录

【论文题名】城市交通问题的治本之路——公共交通社区与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土地利用形态
【英文题名】The public transport community and the urban land use form guided by the public transport
【论文作者】陈燕萍，深圳大学建筑系，深圳
【标引词】公共交通社区／城市土地利用形态／城市规划
【发表期刊】城市规划，2000,(3).-10-14

第11条记录

【论文题名】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新的挑战——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
【英文题名】China is Facing a New Population Chaalenge in 21 Century
【论文作者】褚可邑，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人口／人口老龄化／老龄增长速度
【发表期刊】中国统计，2000,(8).-28-29

第12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大陆自杀问题研究五十年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答旦，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自杀问题／政治冤案／株连十族／文化大革命
【发表期刊】亚洲研究，2000,36().-72-86

第13条记录

【论文题名】观众本位——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突破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邓林／陈静诗，上海市杨浦区有线电视中心／深圳大学，上海
【标引词】电视新闻报道／观众本位／电视新闻改革
【发表期刊】新闻大学，2000,63().-74-75

第14条记录

【论文题名】因特网是否将取代光盘
【英文题名】Will Internet Take the Place of CD-ROM
【论文作者】董小芬／周明济，深圳大学／漯河市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因特网／信息存取／光盘／图书馆服务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86-88

第15条记录

【论文题名】托多罗夫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英文题名】Todorov's Studies 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论文作者】段映虹，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托多罗夫／文化人类学／西方文学／结构主义
【发表期刊】国外文学，2000,(1).-19-23



第16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民党“改造运动”前景评析
【英文题名】On Prospects for KMT's “Reformation Movement”
【论文作者】范晓军，深圳大学社科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国民党改造运动／台湾政党互动／台湾选举
【发表期刊】台湾研究集刊，2000,(3).-67-74

第17条记录

【论文题名】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及其结构
【英文题名】The Life Quality of Urban Residents: Indicators and Its Structure
【论文作者】风笑天／易松国，华中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社会学系，武汉
【标引词】生活质量／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
【发表期刊】社会学研究，2000,(4).-107-118

第18条记录

【论文题名】劳动合同中的解约金问题研究
【英文题名】On Compensation for Removal in Labor contract
【论文作者】傅静坤，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劳动合同／解约金／劳动法
【发表期刊】现代法学，2000,(5).-38-41

第19条记录

【论文题名】网上实时交互式多媒体CAI软件的实现
【英文题名】The Realization of the Web-Based Real-Time Interactive Multimedia CAI Software
【论文作者】傅霖，深圳大学电教中心，深圳
【标引词】实时交互／多媒体／CAI软件Internet／Intranet／Web
【发表期刊】电化教育研究，2000,(8).-48-50,53

第20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市场调研的不可靠性
【英文题名】On unreliability of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market
【论文作者】傅浙铭，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市场调研／工作步骤／误差／不可靠性
【发表期刊】理论前沿，2000,19().-30

第21条记录

【论文题名】积极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高宁远／吴廷俊／龚文庠／邱沛篁／黄炜／倪宁／段京肃／吴敏／吴予敏／任广耀，云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深圳大学／，昆明
【标引词】新闻教育事业／跨文化传播意识／广告专业／体育新闻专业
【发表期刊】中国大学教学，2000,(5).-16-19

第22条记录

【论文题名】教学本质研究之研究
【英文题名】Research on the Research of Nature of Teaching
【论文作者】高天明／李定仁，深圳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教学／教学本质／教学过程本质／教育理论
【发表期刊】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20(5).-34-38

第23条记录

【论文题名】楚辞可歌刍论
【英文题名】"Chu Ci" As Songs
【论文作者】郭纪金，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诗论／楚词／歌讴／音乐旋律／朗诵
【发表期刊】文学评论，2000,(6).-101-109

第24条记录



【论文题名】《辨骚》四辨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郭纪金，深圳大学中文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楚辞／屈骚／儒学价值／辨骚／古代辨论
【发表期刊】人文杂志，2000,(4).-77-81

第25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民币真实汇率的因素分析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国庆，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人民币／汇率／贸易风险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2).-31-35

第26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趋势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国世平，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人民币／汇率／货币改革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2).-27-29

第27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企业家的素质问题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国世平，深圳大学经济学，深圳
【标引词】中国企业／企业家／企业家素质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4).-76-77

第28条记录

【论文题名】治标难治本的IMF改革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金融体系／浮动汇率制／单一货币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9).-10-11

第29条记录

【论文题名】加入WTO后中国证券业的机遇和挑战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中国入世／中国证券业／法制管理／投资管理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1).-96-98

第30条记录

【论文题名】媒介即文化——麦克卢汉媒介理论批评
【英文题名】Media Mean Culture -- A Critique of McLuhan's Media Theory
【论文作者】何道宽，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媒介理论／媒介革命／麦克卢汉理论
【发表期刊】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2000,(6).-25-31

第31条记录

【论文题名】自由主义的极限——浅析世、法、德、意四国中左政治格局
【英文题名】The Limit of Liberalism
【论文作者】何世健，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治格局／自由主义／新中间政治／第三条道路
【发表期刊】欧洲，2000,(1).-89-94

第32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国反垄断立法规制对象的取向选择
【英文题名】The Best Option for Anti-monopoly Law
【论文作者】侯富强，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反垄断／行为主义／结构主义／规制对象
【发表期刊】现代法学，2000,(6).-55-58

第33条记录

【论文题名】超越古典：文艺美学新方向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胡经之，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文艺美学／学科建设／文学艺术／文学理论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2000,(1).-31-33

第34条记录

【论文题名】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实时选课系统的设计
【英文题名】Designing of a Web-Based Real Time Elective Courses Administration System
【论文作者】胡世清／葛幸平，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选课系统／系统设计／互联网／叙述式课表／时间坐标课表
【发表期刊】管理信息系统，2000,(11).-10-12

第35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网络资源编目
【英文题名】Cataloging of Internet-Bas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论文作者】胡燕菘，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网络资源／编目／USMARC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8).-32-33,51

第36条记录

【论文题名】谈用编目的手段整理网络资源
【英文题名】How to Organize Internet-based Information Resources with Cataloging Techniques
【论文作者】胡燕菘，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网络资源／编目方法／检索工具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4).-56-57,70

第37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网络环境下加强文献揭示方式的组配检索、扩检、缩检功能
【英文题名】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Coorinate Retrieval and the Techniques of Expansion and Resriction of the Sape of Retrieval in
a netunrk Environment
【论文作者】胡燕菘／伍宪／徐建华，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网络检索／组配检索／扩检／缩检／网络环境
【发表期刊】图书馆论坛，2000,(4).-29-31,46

第38条记录

【论文题名】为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而奋斗——从大鹏镇的镇长选举制度改革所想到的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卫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选举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地位
【发表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3).-35-37

第39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介绍、引进到独立思考——《全球化论丛》简介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卫平，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全球化论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国文化发展
【发表期刊】哲学研究，2000,(7).-76-77

第40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不相干”——真、假的“离题谬误”
【英文题名】On "Irrelevance" -- the Poil Missing Fallacy of Truth and Falsity
【论文作者】黄展骥，深圳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传统逻辑／不相干／离题谬误／逻辑哲学
【发表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增刊).-88-89



第41条记录

【论文题名】“矛盾被证”是卓论？是谬论？——澄清陈波教授的误解
【英文题名】Are any Contradiction Provalle?——To Clear up Misunderstandings of Prof.Chen Bo.
【论文作者】黄展骥，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自涉否定／矛盾被证／复合命题谬误／断章取义谬误／强化谎者悖论／亦此亦彼悖论
【发表期刊】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6).-71-73,79

第42条记录

【论文题名】辩证法的“存亡之战”?——“亦此亦彼”与“可此可彼”
【英文题名】"War between life and Death" of the Dialectics? -- "Being This also That" and "Being Either This or That"
【论文作者】黄展骥，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辩证法／矛盾论／悖论问题
【发表期刊】中州学刊，2000,(6).-56-60

第43条记录

【论文题名】悖论的“定义”与“实质”——略谈“矛盾与悖论”百年
【英文题名】"Definition" And "Essence" Of the Paradox: Discussions About The Hundred Year "Contradiction And Paradox"
【论文作者】黄展骥，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悖论／悖论定义／悖论派别／逻辑悖论
【发表期刊】江汉论坛，2000,(11).-40-43

第44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身攻击”及其“谬误”辨析——略论“不相干”谬误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黄展骥，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人身攻击／文坛／评价方式
【发表期刊】人文杂志，2000,(1).-134-137

第45条记录

【论文题名】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评述
【英文题名】A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Conduction Means of The Monetary Policies in the West
【论文作者】蒋敏，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货紧缩／西方货币政策
【发表期刊】南开经济研究，2000,(2).-53-57

第46条记录

【论文题名】对我国企业资本经营的几点认识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蒋琪发，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企业资本经营／横向扩张／纵向扩张／约束监督机制／低成本扩张
【发表期刊】会计研究，2000,(6).-53-54

第47条记录

【论文题名】现金流量表编制方法新探：同步循环编制法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蒋琪发／陈大本，深圳大学／深圳兴粤会计师事务所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现金流量表／报表编制方法／同步循环编制法
【发表期刊】会计研究，2000,(3).-56-57

第48条记录

【论文题名】澳门回归暨港澳与内地经济合作学术研讨会综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蒋晓阳／胥雯／王婷，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澳门回归／珠澳合作 ／港澳合作／澳门经济
【发表期刊】经济学动态，2000,(2).-37-40

第49条记录



【论文题名】清末经学的解体和儒学形态的现代转换
【英文题名】Disintegrati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and Change to Confucian Scholarship Towards of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论文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晚清学术／儒学形态／经学解体
【发表期刊】孔子研究，2000,(3).-85-97

第50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际金融改革是否虚妄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匡欣，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国际金融改革／固定汇率制／国际货币制度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9).-11-14

第51条记录

【论文题名】声像资料网上阅览的实现方法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邝缵枢／万勇／方芬／马胜超／傅敏，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数据库／声像资料／网上阅览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知识，2000,(4).-38-40

第52条记录

【论文题名】活动课程规范化问题探讨
【英文题名】Personal Comments on the Regularization of Activity Curriculum
【论文作者】李臣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活动课程／课程规范化／课程改革
【发表期刊】教育研究，2000,(12).-59-62

第53条记录

【论文题名】教育系培养目标的定位：一个参考性框架
【英文题名】Location of Training Objectives of Education Department——a Framework for Reference
【论文作者】李臣之，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师范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学专业／教育系／双专业课程
【发表期刊】课程·教材·教法，2000,(7).-44-47

第54条记录

【论文题名】活动课程的评价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李臣之／高洪源／华卜泉，深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深圳
【标引词】活动课程／指导评价／活动课程评价／教学评价
【发表期刊】上海教育科研，2000,(增刊).-119-126

第55条记录

【论文题名】未来图书馆的存在形态
【英文题名】The Existing Patterns of Libraries in the Future
【论文作者】李洪，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图书馆／信息技术／电子文献／资源共享／知识创新／存在形态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6).-59-62

第56条记录

【论文题名】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参考馆员的角色分析
【英文题名】The Role of the Reference Librarian on the Condi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论文作者】李洪，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参考馆员／信息技术／参考咨询／角色分析
【发表期刊】图书馆论坛，2000,(3).-71-73

第57条记录

【论文题名】新版INSPEC Ondisc光盘数据库检索系统
【英文题名】New Edition INSPEC Ondisc CD-ROM Database Retrieval System
【论文作者】李洪，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 CD-ROM／光盘数据库／信息检索／Inspec Ondisc
【发表期刊】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23(2).-142-144

第58条记录

【论文题名】多媒体信息的组织和管理技术
【英文题名】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Multimedia Information
【论文作者】李洪／隋利玲，深圳大学／交通部科技信息研究所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多媒体／信息组织／信息管理／数据库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2).-42-45

第59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股票指数期货模式研究
【英文题名】A Study of Models of Stock Index Future in China
【论文作者】刘群，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股票指数／期指交易／投资风险／控制机制
【发表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43-49

第60条记录

【论文题名】铜炼厂生产经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英文题名】Research of DSS for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Smelt Copper Factory
【论文作者】刘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决策支持系统／生产经营管理／生产经营决策／系统设计／模型库系统
【发表期刊】管理信息系统，2000,(11).-22-26,7

第61条记录

【论文题名】宏观经济系统结构失衡分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the Macroeconomic System
【论文作者】刘耀／陶立新，深圳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宏观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比较收益
【发表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8).-47-49

第62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通用问题解决者”到认知型学生模型建构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陆元明，深圳大学电教中心，深圳
【标引词】通用问题解决者／认知型学生模型／数据库技术／CAI系统
【发表期刊】中国电化教育，2000,(6).-14-16

第63条记录

【论文题名】行政管理现代化评价与促进系统初探
【英文题名】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Appraisal and Promoting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ion
【项目类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管理现代化评价与促进系统应用研究》的阶段成果
【论文作者】马敬仁／谭功荣，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行政管理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发表期刊】中国行政管理，2000,(11).-41-43

第64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球化与信息时代伦理问题研究
【英文题名】Globalization and Moral Problems in the Informational Time
【论文作者】马云驰，深圳大学社会学系，深圳
【标引词】普遍伦理／道德自觉／全球化／信息时代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2000,(4).-44-48

第65条记录

【论文题名】竞争社会中的个体价值和伦理秩序——兼论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
【英文题名】The Individual Value and Ethic Order in the Competitive Society -- Also on the Potential Dynam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period
【论文作者】马云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市场经济／个体价值／伦理秩序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2000,(3).-33-37

第66条记录

【论文题名】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动态平衡分析
【英文题名】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论文作者】马振超／郑维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深圳大学侦察系，北京
【标引词】政治稳定／政治发展／民主政治／政治制度
【发表期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5).-90-93

第67条记录

【论文题名】近期欧罗汇率走势的不利原因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毛建涛，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欧罗经济结构／欧元汇率／高福利政策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1).-22-24

第68条记录

【论文题名】深圳大学图书馆新馆建设的思考
【英文题名】Some Ideas About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rary in Shenzhen University
【论文作者】毛卓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功能／资源建设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4).-66-68

第69条记录

【论文题名】深圳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实践和特色
【英文题名】The Managing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at Shenzhen University Library
【论文作者】毛卓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深圳大学图书馆／人员管理模式／组织模式／服务观念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9).-63-66,58

第7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评《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中国共产运动与香港（1921-1936）》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莫世祥，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共产党／地下革命活动／香港党团组织
【发表期刊】中共党史研究，2000,(6).-108,8

第71条记录

【论文题名】CATV—VOD系统在多媒体教学中的应用
【英文题名】The Application of CATV-VOD System in Multimedia Teaching
【论文作者】欧阳康，深圳大学电教中心，深圳
【标引词】 CATV—VOD／多媒体／教学应用／辅助教学
【发表期刊】电化教育研究，2000,(6).-31-34

第72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企的法律保障问题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彭小泉，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企业改革／转换机制／法律保护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2).-59-60

第73条记录

【论文题名】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文化意义
【英文题名】Self, the others and extremby Anxious of Body Identity -- the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Australia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
【论文作者】钱超英，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海外华人文学／新华人文学／澳大利亚／中国文化
【发表期刊】暨南学报（哲社版），2000,22(4).-4-12

第74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三言”“二拍”的科举观与门第观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沈金浩，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三言二拍／科举观／门第观／冯梦龙／凌濛初
【发表期刊】明清小说研究，2000,(4).-187-197

第75条记录

【论文题名】激励创造供给：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人力资本
【英文题名】Incentive Creates Supply: Human Capital in the High and New Technological Industry
【论文作者】苏东斌，深圳大学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制度创新／激励创造供给／激励机制
【发表期刊】经济学动态，2000,(7).-11-18

第76条记录

【论文题名】关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评价系统的若干理论问题
【英文题名】Some Theoretic Questions about Valuation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Modernizaton
【论文作者】谭功荣，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行政管理／行政改革／行政学
【发表期刊】理论与改革，2000,(6).-81-83

第77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西译论的相异性
【英文题名】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Thoughts on Their Contrasts
【论文作者】谭载喜，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中西译论／系统比较／翻译理论／翻译经验
【发表期刊】中国翻译，2000,(1).-15-21

第78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英文题名】O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 of Translation Bearing Respective Sociocultural Brands
【论文作者】谭载喜，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中西译论／翻译传统／社会文化
【发表期刊】中国翻译，2000,(2).-14-18

第79条记录

【论文题名】粤语的常见后缀
【英文题名】Studies on the common suffixes of the Yue dialect
【论文作者】汤志祥，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粤语词汇／构词法／词语后缀
【发表期刊】方言，2000,(4).-342-349

第80条记录

【论文题名】多语制下香港普通话教材的“语言偏离”现象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汤志祥／谭成珠／韩萱，深圳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语言偏离现象 ／香港普通话／汉语教学
【发表期刊】世界汉语教学，2000,(3).-99-109,9

第81条记录

【论文题名】产权虚置的历史追踪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陶一桃，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产权虚置／国家所有制／公有制／全民所有／产权关系
【发表期刊】学术月刊，2000,(3).-52-54

第82条记录

【论文题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选择——供给学派对扩大“内需”的启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陶一桃，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供给学派／有效供给／经济政策／扩大内需
【发表期刊】学习与探索，2000,(3).-12-16

第83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信息产品的一些经济学特征
【英文题名】Research on Some Economics Features of Information Product
【论文作者】万国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信息产品／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信息技术／信息经济
【发表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0,(3).-16-17

第84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当前政治发展目标的次序和实现策略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政治参与／政治稳定／党内民主／基层民主
【发表期刊】理论与改革，2000,(5).-10-12

第85条记录

【论文题名】“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综述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汪永成／张定淮，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镇长选举／民主推荐／政治民主化
【发表期刊】社会主义研究，2000,(4).-77-80

第86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一国两制”下香港知识产权制度的特点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王秋华，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一国两制／香港法律／知识产权
【发表期刊】法学家，2000,(4).-107-113

第87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与现实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王婷，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市场／国际协调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9).-18-21

第88条记录

【论文题名】欧罗能否替代美元？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王婷，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欧元／美元／世界金融／国际货币体系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1).-28-29

第89条记录

【论文题名】我们还需不需要信仰？
【英文题名】Do We Need Any Belief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信仰／信任／仰视
【发表期刊】中国青年研究，2000,(6).-36-37

第90条记录

【论文题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缺什么？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中国文化／文化价值论／后殖民语境／建构精神
【发表期刊】文艺争鸣，2000,(6).-20-24



第91条记录

【论文题名】在超越的意向与超越的现实之间——评《否定本体论》中的哲学建构
【英文题名】Between the Transcended Intention and the Transcended Reality—On the Philosophical Structuring of Negative Ontology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艺术系，深圳
【标引词】否定本体论／哲学建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人的本质
【发表期刊】江苏社会科学，2000,(2).-42-47

第92条记录

【论文题名】反腐败机制议
【英文题名】On Anti-Corruption Mechanism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反腐败／防腐机制／政治改革／中国政治
【发表期刊】探索与争鸣，2000,(4).-13

第93条记录

【论文题名】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的互动——第三种批评的意义
【英文题名】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roup Culture and Individual Culture——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ird Kind of Critiques
【论文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群体文化／个体文化／第三种批评
【发表期刊】探索与争鸣，2000,(9).-38-39

第94条记录

【论文题名】认知-现象学嫉妒理论研究
【英文题名】A Theme on Cognitive-phenomenalist Theory of Jealousy
【论文作者】王晓钧，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现代心理学／认知现象学／嫉妒理论
【发表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00,(4).-129-135

第95条记录

【论文题名】情绪智商（EQ）——当前我国情绪和情感研究中的谬误
【英文题名】Emotional Quotient (EQ) -- the Current Major Errors in Research on Emotions in China
【论文作者】王晓钧，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情绪／情感／情绪智商／EQ／科学心理学研究
【发表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0,(3).-115-123

第96条记录

【论文题名】情绪智力理论结构的实证研究
【英文题名】A Study of Investigation Data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项目类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课题
【论文作者】王晓钧，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智力理论／情绪智力／理论结论／实证研究
【发表期刊】心理科学，2000,23(1).-24-27

第97条记录

【论文题名】嫉妒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分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tate, Special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Jealous Studies
【论文作者】王晓钧，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嫉妒心理／实证研究／嫉妒理论／精神分析
【发表期刊】心理科学，2000,23(3).-293-296,328

第98条记录

【论文题名】告别神话
【英文题名】Say Farewell to Mythology
【论文作者】韦元，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近代史／知识分子／社会发展／思维模式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战线，2000,(6).-191-196

第99条记录



【论文题名】多元语境中中华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英文题名】Cutural Recognition In a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论文作者】韦元，深圳大学英语系，深圳
【标引词】多元语境／中华知识分子／文化素质／文化传统
【发表期刊】文化中国，2000,7(2).-48-51

第100条记录

【论文题名】走近嘉尔曼——外国文学经典形象的文化阐释
【英文题名】Approaching Carmen: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a Classical Character in Western Literature
【论文作者】吴俊忠，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外国文学／嘉尔曼／文化内涵／个性解放／文学形象
【发表期刊】外国文学，2000,(5).-81-85,11

第101条记录

【论文题名】加入WTO对我国房地产业的影响及对策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吴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 WTO／房地产／竞争意识／房地产金融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研究，2000,(6).-42-45

第102条记录

【论文题名】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国家发展
【英文题名】Communication of Globalization Er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传播技术／全球化进程／传播观念
【发表期刊】新闻大学，2000,66().-20-25

第103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理路
【英文题名】Modernity Approach to Chinese Aesth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美学／现代美学／传统美学／美学理论
【发表期刊】文艺研究，2000,(1).-4-13

第104条记录

【论文题名】广告发展两面观：国际化与本土化——兼论中国广告在全球经济时代的发展症结
【英文题名】Two Aspects of Ad's Development: Internalization &Nationalization -- On the Symptom of Chinese Ads in Global Age
【论文作者】吴予敏，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中国广告／广告业／广告国际化／广告本土化／广告公司
【发表期刊】国际新闻界，2000,(1).-71-76

第105条记录

【论文题名】利用搜索引擎进行高质量情报检索
【英文题名】Searching High Quality Information Via Search Engines
【论文作者】伍宪，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搜索引擎／情报检索／情报质量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6).-51-53

第106条记录

【论文题名】文献揭示与组织：线形与多维
【英文题名】Literature Organization: LInearity or Multi-Dimensions
【论文作者】伍宪／胡燕菘／徐建华，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情报检索／网络信息／多维检索／文献揭示／线性方式／全文检索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5).-38-41

第107条记录

【论文题名】费正清创建现代美国中国学的启示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项锷，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费正清／中国学／美国中国学
【发表期刊】学术月刊，2000,(1).-60-63

第108条记录

【论文题名】大学理想的哲学基础
【英文题名】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University Ideal
【论文作者】肖海涛，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大学理想／教育哲学／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
【发表期刊】江苏高教，2000,(2).-8-12

第109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大学的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
【英文题名】Academic Responsibility and Academic Freedom
【论文作者】肖海涛，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高等教育／学术责任／学术自由
【发表期刊】高等教育研究，2000,(6).-97-99

第11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中国古典大学的理想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肖海涛，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中国古典大学／儒家教育／儒家大学理想／董仲舒／朱熹
【发表期刊】中国大学教学，2000,(3).-36-40,12

第111条记录

【论文题名】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熊长江，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金融危机／金融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9).-14-17

第112条记录

【论文题名】亚洲单一货币的可行性与前景分析
【英文题名】Analysis on Feasibility of Asian Single Currency
【论文作者】熊长江／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亚洲经济／单一货币／金融市场
【发表期刊】国际金融研究，2000,(9).-22-26

第113条记录

【论文题名】新移民城市戏剧文化特征——深圳戏剧现象思考
【英文题名】The Characters Of Theatre Culture Of A New Immigrant City——The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Of Drama In Shenzhen City
【论文作者】熊源伟，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深圳
【标引词】深圳戏剧／戏剧研究／移民城市／戏剧文化
【发表期刊】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0,(3).-94-100

第114条记录

【论文题名】国际金融体系与新经济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胥雯，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国际货币改革／各国汇率制度／国际金融合作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9).-21-25

第115条记录

【论文题名】欧罗汇率低迷的原因及其前景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胥雯，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欧罗汇率／欧洲经济／货币统一／国际金融中心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1).-26-27



第116条记录

【论文题名】人民币汇率与香港经济及汇率制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胥雯，深圳大学金融系，深圳
【标引词】人民币／汇率／香港经济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2).-35-36

第117条记录

【论文题名】英国16+课程／资格2000新构架
【英文题名】Structure of British 16+Curriculum / Qualification 2000
【论文作者】徐火辉／曹亦薇，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英国教育／教育改革／课程体系
【发表期刊】外国教育资料，2000,29(3).-14-17

第118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揭示方式
【英文题名】Studies on Organization and Revel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论文作者】徐建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网络资源／信息资源／网络环境
【发表期刊】情报科学，2000,18(6).-497-501

第119条记录

【论文题名】一种新型的多媒体检索技术——基于内容的检索
【英文题名】A New Retrieval Mode For Multimedia -- Content-based Retrieval
【项目类型】广东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论文作者】徐建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多媒体／检索技术／检索方法
【发表期刊】情报学报，2000,19(4).-411-416

第120条记录

【论文题名】网络搜索引擎原理、特性分析及未来发展趋势
【英文题名】The Principles,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of Search Engines On Internet
【论文作者】徐建华，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搜索引擎／网络资源／信息检索／网络检索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8).-34-38,13

第121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二阶算术的理论解释
【英文题名】On Theoretic Interpretations of Second-Order Arithmetic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部，深圳
【标引词】二阶算术／赋数函数／自然数／数理逻辑
【发表期刊】哲学研究，2000,(3).-49-56

第122条记录

【论文题名】弗雷格定理的再发现、证明及其哲学意义
【英文题名】On the Rediscovery, Proof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Frege's Theorem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弗雷格定理／二阶算术／逻辑主义
【发表期刊】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22(2).-23-29,22

第123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分析命题到逻辑真理——论弗雷格对康德分析命题的拓展
【英文题名】From Analytic Statements to Logical Truths -- On Frege's Extension of Kant's Analytic Statements
【项目类型】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分析命题／逻辑真理／概念词／析出法／康德／弗雷格
【发表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4).-14-17



第124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弗雷格逻辑主义的确切含义
【英文题名】On the Exact Neaning of Frege's Logicism
【论文作者】徐明明，深圳大学社科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弗雷格／逻辑主义／二阶逻辑／一阶算术／二阶算术／逻辑哲学
【发表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6(增刊).-121-124

第125条记录

【论文题名】高校课程综合化的渊源及实质
【英文题名】On the Origin and Substance of Integrated Curricula a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论文作者】许建领，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高等学校／课程综合化／课程体系
【发表期刊】教育研究，2000,(3).-48-53

第126条记录

【论文题名】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术生态
【英文题名】Academic Ecology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论文作者】杨移贻，深圳大学高教所，深圳
【标引词】教育理论／知识经济／学术生态
【发表期刊】未来与发展，2000,(3).-55-58

第127条记录

【论文题名】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方法论特征
【英文题名】The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lthus' Population Theory
【论文作者】杨中新，深圳大学人口所，深圳
【标引词】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方法论／人口论
【发表期刊】南方人口，2000,(3).-9-12

第128条记录

【论文题名】美国人看欧罗与美元地位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姚贤跃，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欧元／美元／欧洲经济／货币联盟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1).-24-26

第129条记录

【论文题名】试论明代复古与反复古运动的一体化倾向
【英文题名】On the Identical Tendency in the Movement for and That against Restoring Ancient Ways in the Ming Dynasty
【论文作者】姚正武，深圳大学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明代文化／复古运动／反复古运动／人文主义／西方文化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2000,(7).-109-113

第130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西印审美主体构成
【英文题名】Aesthetic Subjects of China, the West and India: Their Different Composition of Aesthetic Senses
【论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审美主体／美学比较／美学研究
【发表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112-119,14

第131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印味论诗学源流
【英文题名】On the Source of Taste-based Poetics in China and India
【论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深圳
【标引词】中国诗学／印度诗学／味论诗学
【发表期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5).-69-74

第132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学在印度



【英文题名】Chinese Study in India
【论文作者】郁龙余，深圳大学文学院，深圳
【标引词】印度文化／中国学研究／中印文化支流
【发表期刊】学术研究，2000,(1).-120-123

第133条记录

【论文题名】辉煌的创造与辉煌的再造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袁易明，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深圳
【标引词】深圳经济／经济体制／特区经济
【发表期刊】中国技术经济科学，2000,(8).-28

第134条记录

【论文题名】影响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训练水平诸因素分析
【英文题名】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Which Effect Training Level of the Elite Sports Teams in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论文作者】曾小松，深圳大学体育部，深圳
【标引词】高校运动队／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高校体育
【发表期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0,34(3).-115-116

第135条记录

【论文题名】联机联合编目——编目工作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英文题名】Online Shared Cataloging -- New O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atalogers
【论文作者】曾新红，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联机联合编目／联机共享编目／编目员／编目标准
【发表期刊】图书情报工作，2000,(8).-56-59

第136条记录

【论文题名】SULCMIS III系统定制分析
【英文题名】Analyzing the System Customization of SULCMIS III
【论文作者】曾新红，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
【标引词】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SULCMIS III／参数设置
【发表期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0,(4).-33-35,73

第137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大鹏镇选举制度创新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张定淮／黄卫平，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选举制度／民主选举／镇长选举／政治现代化
【发表期刊】江汉论坛，2000,(4).-47-49

第138条记录

【论文题名】资产减值会计
【英文题名】Accounting of Asset Devaluation
【论文作者】张美红，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资产减值／稳健原则／在用价值／现金生成单位
【发表期刊】当代财经，2000,(11).-71-75

第139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马尔库塞浪漫本体论美学
【英文题名】On Marcuse's Reomantic Ontological Aesthetics
【论文作者】张木荣，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
【标引词】马尔库塞／浪漫美学／本体论美学／乌托邦／审美解放
【发表期刊】社会科学辑刊，2000,(5).-118-123

第140条记录

【论文题名】论19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
【英文题名】Teaching of Chinese in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论文作者】张卫东，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深圳
【标引词】汉语教学／文化交往／语言学



【发表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4).-220-229,15

第141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阿姆斯特丹条约看欧洲法院管辖权的新变化
【英文题名】New Developments of the European of Jurisdiction by the Amsterdam Convention
【论文作者】张英，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阿姆斯特丹条约／欧洲法院／法院管辖权／欧共体司法制度
【发表期刊】法学评论，2000,(5).-84-92

第142条记录

【论文题名】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复杂化看中国与大国关系
【英文题名】Relations betwen China and Big Powers in light of the Com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论文作者】章一平，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
【标引词】国际体系／大国关系／外交战略／双赢策略
【发表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2).-23-26

第143条记录

【论文题名】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教育现代化
【英文题名】Marxist “Human Science” and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论文作者】赵卫，深圳大学教育系，深圳
【标引词】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教育现代化／人格素质
【发表期刊】教育科学，2000,(3).-1-4

第144条记录

【论文题名】一位在科学研究中不屈已从人的学者——记杨中新教授
【英文题名】A profile of Professor Yang Zhongxing
【论文作者】赵宇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
【标引词】杨中新／人口学者／人口研究
【发表期刊】南方人口，2000,(3).-61-63

第145条记录

【论文题名】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公司资本制度的比较研究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钟明霞，深圳大学法律系，深圳
【标引词】台湾地区公司法／公司资本制度／股利
【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2000,(3).-66-69

第146条记录

【论文题名】特大洪涝灾害与商品需求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钟若愚，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洪涝灾害／灾区重建／商品需求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3).-92-93

第147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小型书店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和实现
【英文题名】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Midium and Small Book Store MIS
【论文作者】钟志雄，深圳大学应用数学系，深圳
【标引词】管理信息系统／书店管理／系统设计
【发表期刊】管理信息系统，2000,(12).-53-55

第148条记录

【论文题名】资本经营与现代企业制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周继红，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深圳
【标引词】企业／资本经营／现代企业制度
【发表期刊】社会主义研究，2000,(5).-50-52

第149条记录



【论文题名】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滞后问题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朱向梅，深圳大学经济系，深圳
【标引词】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养老保险
【发表期刊】信报财经月刊，2000,(12).-62-63

第150条记录

【论文题名】评《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
【英文题名】
【论文作者】朱志晟，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
【标引词】国际公约／跨国收养／保护儿童／海牙公约
【发表期刊】政治与法律，2000,(4).-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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