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1年）

共 143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所选数据库 = 2001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第1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法治与德治辨析——在传统与现代语境之间
【来源作者】王千华
【期 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5(4).-

第2条记录

【来源篇名】王小波杂文的思想渊源，意义与局限——王小波杂文论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文艺理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6).-55-59

第3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文化沉默到文化融合——美国华裔作家小说主题探
【来源作者】蒋道超
【期 刊】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4).-114-119

第4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教育的内在利益与外溢利益
【来源作者】蔡增正
【期 刊】江苏高教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4).-33-36

第5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产生的历史过程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2).-41-48

第6条记录

【来源篇名】粤港澳台高校德育发展趋势展望
【来源作者】周红／张祥云
【期 刊】江苏高教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生处／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1,(1).-108-111

第7条记录

【来源篇名】大学何以为“大”
【来源作者】肖海涛
【期 刊】江苏高教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所



【年代卷期】2001,(2).-21-24

第8条记录

【来源篇名】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文艺理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1).-34-40

第9条记录

【来源篇名】关于“旅游英语”课程网上资源库的设计与制作
【来源作者】薛英忠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年代卷期】2001,(7).-52-56

第10条记录

【来源篇名】适应多媒体教学应用的城域教育网设计
【来源作者】黄云森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年代卷期】2001,(8).-79-83

第11条记录

【来源篇名】国内酒店集团发展的障碍与对策
【来源作者】张多中
【期 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31(2).-50-55

第12条记录

【来源篇名】网络与多媒体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广告专业课程的理论与运用
【来源作者】欧阳康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电教中心
【年代卷期】2001,(4).-53-56

第13条记录

【来源篇名】建国以来学校书法基础教育弊端种种
【来源作者】李中原
【期 刊】中国书法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1,(10).-80-83

第14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产品最优结构的判据与产品结构调整
【来源作者】刘耀／陶立新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
【年代卷期】2001,(7).-103-106

第15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出入境汽车运输统计困境与出路
【来源作者】韩彪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7).-111-114

第16条记录



【来源篇名】区域经济信息化程度比较分析
【来源作者】郑伟平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管理系
【年代卷期】2001,(1).-27-29

第17条记录

【来源篇名】出租车市场供给控制
【来源作者】韩彪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18(2).-121-124

第18条记录

【来源篇名】哲学合理性理论在政策科学中的应用
【来源作者】曹锡环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7).-71-73

第1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评姚小鸥的《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
【来源作者】郭杰
【文章类型】评论
【期 刊】社会科学战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1).-274-275

第20条记录

【来源篇名】叶适的社会历史本体观——以“皇极”概念为中心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哲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4).-71-74

第21条记录

【来源篇名】西部大开发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与政策选择
【来源作者】刘群
【期 刊】财贸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7).-20-23

第22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地铁公司私有化分析：公共管理学的视角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8).-75-79

第23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职能探讨
【来源作者】陶一桃
【期 刊】求是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6).-49-56

第24条记录

【来源篇名】邓小平收入分配理论探析



【来源作者】樊秋莹
【期 刊】长白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6).-58-60

第25条记录

【来源篇名】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兼论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作用
【来源作者】项锷
【期 刊】史学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1).-53-58

第26条记录

【来源篇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
【来源作者】王千华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6).-95-98

第27条记录

【来源篇名】引号——“三新”的形式标志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54(4).-495-499

第28条记录

【来源篇名】学术期刊的编辑和策划浅论
【来源作者】张西山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1,54(4).-509-511

第29条记录

【来源篇名】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体系的研究
【来源作者】曾小松
【期 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课部
【年代卷期】2001,35(3).-99-100

第30条记录

【来源篇名】英语国家教育经济学的历史沿革
【来源作者】蔡增正
【期 刊】教育与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2).-47-53

第31条记录

【来源篇名】孩子我与你一起成长
【来源作者】李卫英
【期 刊】学前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1,(5).-66-67

第32条记录

【来源篇名】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的回顾
【来源作者】熊贤君
【期 刊】教育研究与实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4).-39-42

第33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革命到建设的政治转型与创新
【来源作者】吕元礼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2).-52-55

第34条记录

【来源篇名】美国图书馆界如何对因特网信息资源进行编目
【来源作者】伍宪
【期 刊】图书情报知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1,(1).-55-57

第35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天津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6).-17-21

第36条记录

【来源篇名】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观
【来源作者】田启波／严一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
【年代卷期】2001,(3).-29-35

第37条记录

【来源篇名】季羡林的治学之道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3).-140-143

第38条记录

【来源篇名】“客家”称谓年代考
【来源作者】刘丽川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2).-99-106

第39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能力——国内学术界关于政府能力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政治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4).-79-88

第40条记录

【来源篇名】欧洲法院司法解释的方法论
【来源作者】张英
【期 刊】政治与法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4).-70-72

第41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转变和价值建设
【来源作者】徐道稳
【期 刊】社会科学辑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4).-62-66

第42条记录

【来源篇名】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家”观念的变革
【来源作者】梁云
【期 刊】社会科学辑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4).-146-151

第43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艺的人学特性
【来源作者】庄锡华
【期 刊】中州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6).-48-52

第44条记录

【来源篇名】大众传播在移民文化融合中的作用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新闻记者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9).-30-32

第45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来源作者】郭杰
【期 刊】社会科学辑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2).-146-152

第46条记录

【来源篇名】企业组织发育与死亡的影响因素
【来源作者】林瑞基
【期 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8).-51-55

第47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生民》至《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来源作者】郭杰
【期 刊】文学遗产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4).-28-35

第48条记录

【来源篇名】欧洲法院司法解释的方法论
【来源作者】张英
【期 刊】欧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19(5).-101-105

第49条记录

【来源篇名】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中国哲学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2).-59-67

第50条记录

【来源篇名】线性二层决策问题的期望收益模型及算法
【来源作者】曹东
【期 刊】管理科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4(2).-38-44

第51条记录

【来源篇名】马克思论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来源作者】傅腾霄／黄裳裳
【期 刊】文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阜阳师范学院，236032
【年代卷期】2001,(2).-50-58

第52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Web和数据仓库的企业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来源作者】刘耀
【期 刊】中国管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9(4).-30-35

第53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乡镇长选举方式改革的意义及困境辨析
【来源作者】黄卫平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年代卷期】2001,(5).-50-54

第54条记录

【来源篇名】要素所有权——当代中国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
【来源作者】苏东斌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1,(6).-8-15

第55条记录

【来源篇名】基于Intranet的企业DSS的开发研究
【来源作者】刘耀
【期 刊】管理信息系统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7).-47-51

第56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自动排考软件的优化设计
【来源作者】胡世清／葛幸平
【期 刊】管理信息系统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3).-34-36

第57条记录

【来源篇名】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来源作者】田启波
【期 刊】马克思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2).-81-87



第58条记录

【来源篇名】高校来华留学生社会化管理的实践和探索
【来源作者】侯梅芳
【期 刊】中国高教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对外汉语教学部
【年代卷期】2001,(6).-51-52

第59条记录

【来源篇名】理工科大学本科创新素质教育模式初探
【来源作者】张小绵／赵志超／白光义
【期 刊】中国大学教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清华大学，100084
【年代卷期】2001,(6).-37-38

第60条记录

【来源篇名】课程开发呼唤校本教师进修
【来源作者】李臣之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5).-6-10

第61条记录

【来源篇名】课程实施：意义与本质
【来源作者】李臣之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9).-13-17

第62条记录

【来源篇名】学科教学论与教学论的关系再论
【来源作者】高天明
【期 刊】课程·教材·教法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10).-14-18

第63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多媒体CAI软件的交互界面设计
【来源作者】傅霖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年代卷期】2001,(1).-43-45

第64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外企业登记注册制度之比较研究——兼论中国企业登记注册制度改革
【来源作者】林瑞基
【期 刊】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5).-25-31

第65条记录

【来源篇名】知识经济下企业的公平过程管理问题
【来源作者】林瑞基／邓峰
【期 刊】经济体制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新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830046
【年代卷期】2001,(3).-103-106

第66条记录

【来源篇名】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深圳的成功经验与未来思路



【来源作者】陈淑妮
【期 刊】经济体制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5).-90-94

第67条记录

【来源篇名】哲学与真善美的互动与交融——解读西方哲人的真善美理念
【来源作者】刘志山／余其铨
【期 刊】现代哲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4).-110-113

第68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邓小平哲学思想及其特色
【来源作者】田启波
【期 刊】现代哲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1).-1-6

第69条记录

【来源篇名】Web检索与联机检索
【来源作者】伍宪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1,20(1).-27-29,47

第70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圳特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来源作者】黄卫平／汪永成
【期 刊】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1).-22-25

第71条记录

【来源篇名】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来源作者】林瑞基／程颖
【期 刊】经济体制改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新疆石油管理学院，830000
【年代卷期】2001,(2).-81-85

第72条记录

【来源篇名】TRIMs协议的局限性及其对于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意义
【来源作者】叶兴平
【期 刊】法学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6).-14-20

第73条记录

【来源篇名】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论——一种经济法的认知模式
【来源作者】应飞虎
【期 刊】中国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2).-132-144

第74条记录

【来源篇名】开放型基金的风险分析
【来源作者】熊长江
【期 刊】投资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6).-36-40

第75条记录

【来源篇名】开辟资本市场新路——我国二板市场的建立与运作
【来源作者】裴权中
【期 刊】投资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1).-27-32

第76条记录

【来源篇名】国外六个著名搜索引擎的特征和评析
【来源作者】徐建华／伍宪／胡燕菘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1,(1).-48-51

第77条记录

【来源篇名】关于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几个问题
【来源作者】关志钢
【期 刊】台湾研究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2).-37-46

第78条记录

【来源篇名】泛国民党阵营整合与台湾未来政局
【来源作者】范晓军
【期 刊】台湾研究集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2).-51-58,66

第79条记录

【来源篇名】实行综合中学制——中等师范学校改制的对策
【来源作者】熊贤君
【期 刊】教育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5).-23-25

第80条记录

【来源篇名】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思考
【来源作者】蔡增正
【期 刊】经济问题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7).-12-13,16

第81条记录

【来源篇名】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络系统的成功之路
【来源作者】周世珍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7).-89-90,88

第82条记录

【来源篇名】试论从知识产权角度对信息资源的新划分
【来源作者】陈若韵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20(10).-10-11

第83条记录



【来源篇名】阳明心学与蒋介石力行哲学
【来源作者】关志钢
【期 刊】人文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1).-27-32

第84条记录

【来源篇名】试析现代政府所需协调的公众关系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人文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1).-150-153

第85条记录

【来源篇名】加快西部大开发要有新理念
【来源作者】刘群
【期 刊】经济问题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2).-18-21

第86条记录

【来源篇名】Dialog系统的特点及检索技巧
【来源作者】王瑜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1,20(2).-68-69

第87条记录

【来源篇名】深化对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认识
【来源作者】程浩
【期 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原名：国际共运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行政管理系
【年代卷期】2001,(4).-25-28

第88条记录

【来源篇名】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来源作者】徐敏生／褚可邑／李含实
【期 刊】中国统计
【机构名称】吉林大学经济学院，13002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130022／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5).-23-24

第89条记录

【来源篇名】现代政府所需协调的公众关系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7).-36-37

第90条记录

【来源篇名】儒家德治思想述评
【来源作者】郑维东／李晓男
【期 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
【年代卷期】2001,20(1).-48-52

第91条记录

【来源篇名】哲学在政策科学研究中的功能分析
【来源作者】曾锡环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3).-58-61

第92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学校教育理想的两难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来源作者】高天明
【期 刊】教育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21(7).-36-39

第93条记录

【来源篇名】解构她们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文学自由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3).-80-82

第94条记录

【来源篇名】泰戈尔是幸运的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读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10).-56-58

第95条记录

【来源篇名】构建多样化内容体系的研究与实践——深圳大学网球教学俱乐部教学内容
【来源作者】谭沃杰
【期 刊】体育与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
【年代卷期】2001,22(1).-74-75,70

第96条记录

【来源篇名】消费语境下的越界和抑制——评西奥多·德莱塞的《金融家》
【来源作者】蒋道超
【期 刊】外国文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1).-53-61

第97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欧洲法院的初步裁决程序
【来源作者】张英
【期 刊】法商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法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4).-105-111

第98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问题中寻找突破——试论学校德育的背景、观念和模式
【来源作者】周红
【期 刊】教育发展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生辅导中心
【年代卷期】2001,(5).-41-43

第99条记录

【来源篇名】市场失灵与经济法
【来源作者】应飞虎
【期 刊】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6).-67-71



第100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后果模式与法律遵循——基于法经济分析的视角
【来源作者】应乙／顾梅
【期 刊】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9).-67-70

第101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欧洲法院在欧共体司法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来源作者】张英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4).-74-79

第102条记录

【来源篇名】评欧洲法院司法能动性的贡献及其限度
【来源作者】王千华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5).-59-67

第103条记录

【来源篇名】命运：一个哲学范畴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江苏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3).-74-79

第104条记录

【来源篇名】《货币银行学》教材建设的探索与创新
【来源作者】刘群
【期 刊】经济学动态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8).-

第105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新经济”与两岸四地的交流协作
【来源作者】王婷／匡欣／胥雯
【文章类型】综述
【期 刊】经济学动态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深圳大学／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1).-41-43

第106条记录

【来源篇名】解释学与中国哲学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哲学动态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7).-13-18

第107条记录

【来源篇名】也谈科学的方法应予以科学的应用——与园田茂人、张汝立商榷
【来源作者】徐道稳
【期 刊】社会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1,(2).-96-100

第108条记录



【来源篇名】通过Ｐowerize.com免费获取工商金融情报
【来源作者】伍宪
【期 刊】情报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
【年代卷期】2001,24(1).-75-76

第109条记录

【来源篇名】技术单元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来源作者】林瑞基／王科
【期 刊】中国软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310028
【年代卷期】2001,(4).-103-107

第110条记录

【来源篇名】2001年美洲杯足球赛进攻与进球特点的分析
【来源作者】王民享／王嵩洛／胡小萌／汪俊／蒋毅／刘常伟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北京体育大学／中原纺织大学体育部／深圳大学体育部／安徽省体工大队／安徽省足球学校／首都体育学院足球教研室
【年代卷期】2001,24(4).-552-554

第111条记录

【来源篇名】参加2000欧锦赛队与中国队进球情况分析
【来源作者】胡小萌／王民享／王嵩洛／石希意／高峰
【期 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北京体育大学足球教研室／中原纺织大学体育部／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北京邮电大学体育部
【年代卷期】2001,24(2).-267-268,278

第112条记录

【来源篇名】跨学科研究与政策科学的发展
【来源作者】曾锡环
【期 刊】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1,29(4).-122-125

第113条记录

【来源篇名】论高新技术创业投资市场的法律制度体系
【来源作者】王千华／林晖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主权交易所
【年代卷期】2001,(6).-84-89

第114条记录

【来源篇名】于无声外——陈刘洁贞着《中国共产运动与香港》评介
【来源作者】莫世祥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7).-57-59

第115条记录

【来源篇名】价值的“概念”、“决定”及“实现”——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笔记
【来源作者】苏东斌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研究中心
【年代卷期】2001,(11).-59-64,89

第116条记录

【来源篇名】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来源作者】余其铨／田启波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年代卷期】2001,(12).-90-94

第117条记录

【来源篇名】文体学研究的学术空间
【来源作者】沈金浩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4).-124-126

第118条记录

【来源篇名】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来源作者】蔡增正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1).-77-83

第119条记录

【来源篇名】走向文化美学
【来源作者】胡经之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1).-109-112

第120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翻译史上的破天荒之作——读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来源作者】郁龙余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1,(2).-6-9

第121条记录

【来源篇名】欲望的困惑——评张俊彪的小说《幻化》三部曲
【来源作者】傅腾霄／罗琼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2).-14-18

第122条记录

【来源篇名】7种嫉妒评估量表的信度与效度研究
【来源作者】王晓钧
【期 刊】心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5).-573-575

第123条记录

【来源篇名】嫉妒反应结构模式与反应量表的同质性研究
【来源作者】王晓钧
【期 刊】心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
【年代卷期】2001,24(2).-157-159

第124条记录

【来源篇名】异常反应模式的识别和分类
【来源作者】曹亦薇
【期 刊】心理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1,33(5).-558-563



第125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经济与旧经济的关系
【来源作者】国世平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系
【年代卷期】2001,(5).-6-8

第126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经济”现象与传统经济理论
【来源作者】孙海波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5).-8-12

第127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旧经济的最优结合
【来源作者】国庆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5).-12-15

第128条记录

【来源篇名】新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增值
【来源作者】王婷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5).-16-19

第129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股票市场面临的挑战
【来源作者】钟宇和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系
【年代卷期】2001,(5).-111-112

第130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股票市场的特点和优势
【来源作者】萧亚红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系
【年代卷期】2001,(5).-112-113

第131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股票市场的机遇
【来源作者】王汝田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系
【年代卷期】2001,(5).-113-114

第132条记录

【来源篇名】WTO对中国的严峻挑战及其对策
【来源作者】国世平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金融学院
【年代卷期】2001,(6).-3-8

第133条记录



【来源篇名】WTO与中国的现实利益
【来源作者】国庆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系
【年代卷期】2001,(6).-8-9

第134条记录

【来源篇名】WTO与中国经济起飞的的基础
【来源作者】萧亚红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系
【年代卷期】2001,(6).-14-16

第135条记录

【来源篇名】四个特点与十个最差——以国企为骨干的上市公司怪现象
【来源作者】张静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6).-108-112

第136条记录

【来源篇名】“三国”鼎立的大陆证券市场
【来源作者】张静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7).-119-120

第137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债券市场的问题及机遇
【来源作者】朱向梅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8).-81-82

第138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基金市场的发展及挑战
【来源作者】匡欣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1,(8).-83-85

第139条记录

【来源篇名】香港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前景
【来源作者】王婷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金融系
【年代卷期】2001,(8).-85-88

第140条记录

【来源篇名】他山之石：美国风险投资经验与中国
【来源作者】国世平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金融系
【年代卷期】2001,(1).-112-113

第141条记录

【来源篇名】从风险、创业、运作看中国风险投资
【来源作者】陈建华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金融系
【年代卷期】2001,(1).-114-115

第142条记录

【来源篇名】中国股杂说
【来源作者】张静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1,(4).-106-110

第143条记录

【来源篇名】WTO与中国旅行社业务
【来源作者】林梅
【期 刊】信报财经月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系
【年代卷期】2001,(1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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