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本校教师论文情况

（2004年）

共 263 条记录

作者机构 = 深圳大学（邮编：518060）
所选数据库 = 2004年来源文献数据库

第1条记录

【来源文献】韩国、日本重型产业发展动因及政策分析
【来源作者】许晓光
【期 刊】当代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39-42

第2条记录

【来源文献】NEO个性问卷修订本在中国的应用研究
【来源作者】戴晓阳／姚树桥／蔡太生／杨坚
【期 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410011／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410011／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Toronto，Canada
【年代卷期】2004,18(03).-171-174,170

第3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开放市场经济中的开放政府
【来源作者】杨龙芳
【期 刊】理论前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4,(07).-19-20

第4条记录

【来源文献】电子信息资源检索网络教学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来源作者】梁红
【期 刊】情报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2(02).-220-224

第5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信息服务与知识服务
【来源作者】柴永红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4).-74-75,78

第6条记录

【来源文献】B2C电子商务模式分析与策略建议
【来源作者】罗汉洋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2).-10-12

第7条记录

【来源文献】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的环境与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作者】姚兰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3).-20-21,24

第8条记录

【来源文献】在变革中探索信息传播走向共享互动的通途——传统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定位分析
【来源作者】王桂兰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3).-81-83

第9条记录

【来源文献】新时期构建政府形象工程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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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37-40

第10条记录

【来源文献】重申官僚理性
【来源作者】张定淮／涂春光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70-75

第1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政府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
【来源作者】唐娟／黄卫平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84-87

第12条记录

【来源文献】托尼·贝茨（Tony Bates）研究
【来源作者】叶成林／丁新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510631
【年代卷期】2004,(02).-74-78

第13条记录

【来源文献】基于Web的网上考试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来源作者】明仲／戚杰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83-85

第14条记录

【来源文献】基于Internet的中小学图书馆信息系统分析
【来源作者】曾新红
【期 刊】中国电化教育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77-79

第15条记录

【来源文献】移动学习研究综述
【来源作者】叶成林／徐福荫／许骏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51063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510631
【年代卷期】2004,(03).-12-19



第16条记录

【来源文献】执政党党内民主发展的意义、路径与策略——基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党的启示
【来源作者】汪永成／黄卫平
【期 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4,(02).-20-24

第17条记录

【来源文献】哲学史类型与中国思想的叙述方式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18(03).-12-18

第18条记录

【来源文献】组团式城市外部空间形态分形特征研究
【来源作者】李江／段杰
【期 刊】经济地理
【机构名称】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518031／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62-66

第19条记录

【来源文献】海滨旅游空间的符号学与文化研究
【来源作者】李蕾蕾
【期 刊】城市规划汇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系
【年代卷期】2004,(02).-58-61

第20条记录

【来源文献】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途径及影响因素分析
【来源作者】邱安娜
【期 刊】图书情报知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66-67

第21条记录

【来源文献】物流业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立与检索
【来源作者】姜玲
【期 刊】图书情报知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34-35

第22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确认性选举转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
【来源作者】唐娟
【期 刊】南京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39-43

第23条记录

【来源文献】大众化与新文学路向之争——三四十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再思考
【来源作者】庄锡华
【期 刊】社会科学辑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150-155

第24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中国政治市场开放进程中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协调发展



【来源作者】杨龙芳
【期 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4,(02).-92-97

第25条记录

【来源文献】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41(03).-114-120

第26条记录

【来源文献】移动学习及其理论基础
【来源作者】叶成林／徐福荫
【期 刊】开放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510631
【年代卷期】2004,(03).-23-26

第27条记录

【来源文献】CEPA与中国入世承诺的比较分析
【来源作者】肖又贤
【期 刊】国际贸易问题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4).-82-85

第28条记录

【来源文献】现代政府沟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115-117

第29条记录

【来源文献】期待视野与读者的主动建构——论改革前的《小说月报》的读者
【来源作者】谢晓霞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196-197

第30条记录

【来源文献】时间·预言·人类未来
【来源作者】汪天文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22-125

第31条记录

【来源文献】书法艺术审美散论
【来源作者】李中原
【期 刊】文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142-145

第32条记录

【来源文献】全球化语境下民族性时尚艺术的表达——我的“天莨”时装设计作品发布会
【来源作者】吴洪
【期 刊】文艺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服装设计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48-149

第33条记录

【来源文献】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法律体系
【来源作者】柴永红
【期 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9-11

第34条记录

【来源文献】创新教育与精神生态环境
【来源作者】张祥云
【期 刊】高等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0-13

第35条记录

【来源文献】改革全能政府，构建市民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基本途径
【来源作者】杨龙芳
【期 刊】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6(03).-13-17

第36条记录

【来源文献】专用性投资、持股安排与激励效率——企业集团内部所有权纽带的理论模型分析
【来源作者】林旭东
【期 刊】中国工业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83-90

第37条记录

【来源文献】学术期刊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来源作者】张西山
【期 刊】编辑之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报编辑部
【年代卷期】2004,(03).-53-55

第38条记录

【来源文献】校本课程开发评价：取向与实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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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9-24

第39条记录

【来源文献】应对新世纪积极探索本科教改新举措
【来源作者】胡萍
【期 刊】中国大学教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4,(04).-29-31

第40条记录

【来源文献】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来源作者】张冰
【期 刊】教育信息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4,(06).-56-57

第41条记录



【来源文献】提升深圳城市文化品位的思考与对策
【来源作者】吴俊忠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9-15

第42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港经济一体化与城市定位——24小时通关与CEPA引发的分析思考
【来源作者】魏达志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16-21

第43条记录

【来源文献】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法律保留原则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31-34

第44条记录

【来源文献】民主政治中的妥协原则
【来源作者】吕元礼／魏军妹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49-54

第45条记录

【来源文献】企业核心能力的框架及学习模型
【来源作者】崔世娟／陈良猷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100083
【年代卷期】2004,21(01).-61-67

第46条记录

【来源文献】西方生命美学诞生的逻辑因缘与基本维度
【来源作者】王晓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95-101

第47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杜甫的痛苦内容和解脱方式
【来源作者】董彦彬／沈金浩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102-108

第48条记录

【来源文献】美国价值观之清教主义根源
【来源作者】刘智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116-120

第49条记录

【来源文献】美国大学通才教育的历史演进
【来源作者】项锷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121-125

第50条记录

【来源文献】2003年CEPA法律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作者】叶兴平／王作辉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1).-126-128

第5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深圳经济特区地方立法创新的历史、特色与前景
【来源作者】杨龙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5-9

第52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税务中介市场发展状况研究
【来源作者】徐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10-15

第53条记录

【来源文献】时间理解的三个向度
【来源作者】汪天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21-24

第54条记录

【来源文献】我国个人信用制度构建之探讨
【来源作者】应飞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30-35

第55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美国的反倾销改革透视美国贸易政策的走向
【来源作者】刘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36-41

第56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美学中的边缘美学理念
【来源作者】付蓉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54-57

第57条记录

【来源文献】隶书流变及审美特色
【来源作者】李中原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书法教育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58-63



第58条记录

【来源文献】我国失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70-74

第59条记录

【来源文献】业务流程重组中的企业学习机制
【来源作者】冯建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75-77

第60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清代粤台两地客民称谓之异同
【来源作者】刘丽川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99-103

第61条记录

【来源文献】定位·机制·学科——对地方型高校若干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
【来源作者】张祥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109-112

第62条记录

【来源文献】大学英语教材“交互性”阅读活动比较研究
【来源作者】娄丽君／谢丹坚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113-118

第63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人文视角反思图书馆的学科定位问题
【来源作者】应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119-123

第64条记录

【来源文献】数字图书馆版权合理使用研究
【来源作者】赵奕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2).-124-127

第65条记录

【来源文献】珠三角发展战略与都市圈整合
【来源作者】莫世祥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5-10

第66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市产业发展的配套能力研究
【来源作者】钟若愚／袁易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11-16

第67条记录

【来源文献】萧公权宪政思想述评——兼与张君劢比较
【来源作者】肖俊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29-34

第68条记录

【来源文献】商业秘密保护中“不可避免披露”原则
【来源作者】朱谢群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35-38

第69条记录

【来源文献】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模式与制度安排
【来源作者】黄雪峰／王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党委组织部，518060／深圳大学党委组织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39-42

第70条记录

【来源文献】意识形态、社会控制与社会系统
【来源作者】徐海波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55-59

第71条记录

【来源文献】独立人格：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向度
【来源作者】刘国红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65-69

第72条记录

【来源文献】孔子孟子对管仲评价之比较分析
【来源作者】黎业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70-75

第73条记录

【来源文献】颠覆阿尔杰美国神话，印证维布伦挥霍消费——解读《美国悲剧》中的文化符号
【来源作者】蒋道超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83-87

第74条记录

【来源文献】1910-1920年《小说月报》作者群的文化心态
【来源作者】谢晓霞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92-95

第75条记录

【来源文献】文明的空间运动
【来源作者】阮炜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107-111

第76条记录

【来源文献】身体与服装：西方服饰文化透视
【来源作者】戴耕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112-115

第77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技术与艺术
【来源作者】秦汉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3).-116-119

第78条记录

【来源文献】大众化教育中本科教学目标管理模式探析
【来源作者】王燕华／熊东亮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市人民医院，518010
【年代卷期】2004,21(03).-124-128

第79条记录

【来源文献】工业旅游与珠海金湾区旅游开发
【来源作者】李蕾蕾
【期 刊】地域研究与开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传播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2).-72-75

第80条记录

【来源文献】政府能力的结构分析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政治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103-113

第81条记录

【来源文献】政治文化的两种维度：政治心理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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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100089
【年代卷期】2004,(01).-50-53

第82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金文看两周婚姻关系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57(01).-108-114



第83条记录

【来源文献】东西部大学生经济价值观比较分析
【来源作者】罗石
【期 刊】青年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31-37

第84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中州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20-122

第85条记录

【来源文献】新时期政府公共关系与政治文明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人文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90-192

第86条记录

【来源文献】基于EXPRESS的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建模研究
【来源作者】曾新红
【期 刊】情报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3).-282-288

第87条记录

【来源文献】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战略薪酬管理体系
【来源作者】王军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人事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24(03).-97-99

第88条记录

【来源文献】全球资本主义疯狂逻辑的深层解析——评《一个世界，是否准备就绪》
【来源作者】张定淮／涂春光
【期 刊】国外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91-95

第89条记录

【来源文献】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
【来源作者】蒋骁华
【期 刊】中国翻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5(04).-10-15

第90条记录

【来源文献】翻译的无奈——翻译communication的思考
【来源作者】何道宽
【期 刊】中国翻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5(04).-57-58

第9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中国户籍制度的演变与改革



【来源作者】姚秀兰
【期 刊】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5).-45-54

第92条记录

【来源文献】制度变迁中的法律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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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8).-20-31

第93条记录

【来源文献】信赖保护与法律行为的强制有效——兼论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之比较
【来源作者】丁南
【期 刊】现代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6(01).-70-74

第94条记录

【来源文献】WTO体系内制定投资规则的努力——历史、现状与展望
【来源作者】叶兴平
【期 刊】现代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6(01).-149-157

第95条记录

【来源文献】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与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分析
【来源作者】赵登峰
【期 刊】求是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68-73

第96条记录

【来源文献】分馆制的组织形态、模式选择与实施对策
【来源作者】王小云
【期 刊】图书馆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6).-30-32

第97条记录

【来源文献】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及启示
【来源作者】余春
【期 刊】图书馆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6).-60-62

第98条记录

【来源文献】“共同市场”与港澳珠三角前景构划
【来源作者】魏达志
【期 刊】世界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年代卷期】2004,(05).-74-78,88

第99条记录

【来源文献】交易费用和CVaR风险测度下的稳健投资组合
【来源作者】李选举／高全胜
【期 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工业学院数理系



【年代卷期】2004,(08).-85-90

第100条记录

【来源文献】广东高校网络信息资源布局与共建共享研究
【来源作者】张道义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101-103

第101条记录

【来源文献】网络环境下图书流通系统运作管理的可靠性刍议
【来源作者】王小云
【期 刊】图书馆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44-45,62

第102条记录

【来源文献】新古典到启蒙的转折——简论伏尔泰美学思想
【来源作者】吴予敏
【期 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81-85,95

第103条记录

【来源文献】殷墟龟甲占卜的某些步骤试探
【来源作者】曹兆兰
【期 刊】考古与文物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年代卷期】2004,(03).-32-39

第104条记录

【来源文献】罗迪·多伊尔其人其作
【来源作者】钱冰
【期 刊】外国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23-25

第105条记录

【来源文献】后现代叙述策略的内涵和效果——评当代爱尔兰作家罗迪·多伊尔的小说创作
【来源作者】钱冰
【期 刊】外国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32-35

第106条记录

【来源文献】文化批评的诗性维度——关于文学研究的文化参与问题
【来源作者】刘洪一
【期 刊】外国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教务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34-37

第107条记录

【来源文献】2003年人大代表竞选的群体效应：北京与深圳比较
【来源作者】邹树彬／唐娟／黄卫平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4,(02).-35-43

第108条记录



【来源文献】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与策略
【来源作者】张定淮／涂春光
【期 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4,(02).-44-50

第109条记录

【来源文献】教育技术学与传播学——从工具论到效果论
【来源作者】欧阳康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00
【年代卷期】2004,(06).-21-26

第110条记录

【来源文献】以知识建构与能力生成为导向的教学设计理论中认知目标分类框架的研究
【来源作者】李文光／何克抗
【期 刊】电化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100875
【年代卷期】2004,(07).-34-39

第111条记录

【来源文献】白居易中隐的社会文化阐释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江苏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60-164

第112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九七”回归以来的香港公务员制度改革
【来源作者】许先国／汪永成
【期 刊】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暨南大学管理学院，51063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0075
【年代卷期】2004,26(01).-63-66

第113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文化学角度解读南宋寿词的勃兴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江淮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文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27-130

第114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文人书诗画与意境论的关捩
【来源作者】陈文
【期 刊】江淮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37-140

第115条记录

【来源文献】正态条件下均值-CVaR有效前沿的研究
【来源作者】林旭东／巩前锦
【期 刊】决策借鉴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中南大学商学院，410083
【年代卷期】2004,17(03).-52-55

第116条记录

【来源文献】浅谈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困境
【来源作者】陈勇



【期 刊】财经问题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8).-25-28

第117条记录

【来源文献】数字电视服务的消费需求分析
【来源作者】葛岩
【期 刊】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67-69

第118条记录

【来源文献】广告的经济分析
【来源作者】李新立
【期 刊】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传播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70-72

第119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公信力与交易主体的善意——从民法信赖保护角度的阐释
【来源作者】丁南
【期 刊】社会科学战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2).-182-186

第120条记录

【来源文献】人文知识的特性及其教育意蕴
【来源作者】张祥云
【期 刊】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8-12

第121条记录

【来源文献】试析可持续发展与政府环境管理
【来源作者】赵宇峰
【期 刊】社会科学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36-38

第122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唐诗中的隐逸旋律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社会科学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2).-24-27

第123条记录

【来源文献】审美非功利新探
【来源作者】陈海静
【期 刊】社会科学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74-76

第124条记录

【来源文献】企业整合管理浅析
【来源作者】翟江涛／敖华
【期 刊】生产力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北京物资学院，101149
【年代卷期】2004,(07).-153-154,185



第125条记录

【来源文献】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寡头市场决策的动态博弈
【来源作者】彭运芳
【期 刊】中国软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40-143

第126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中国乡镇政权组织系统的职能分化
【来源作者】杨龙芳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14-18

第127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加入WTO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
【来源作者】赵宇峰／赵亮亮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6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6060
【年代卷期】2004,(03).-129-133

第128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唐宋文人对陶渊明文化解读之异同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27-130

第129条记录

【来源文献】《文心雕龙》“体要”释义
【来源作者】杨东林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7).-141-145

第130条记录

【来源文献】人文教育“对话”论
【来源作者】张祥云／张转玲
【期 刊】江苏高教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5-8

第131条记录

【来源文献】家庭本位的阐释及其与个人本位的会通
【来源作者】吕元礼
【期 刊】中州学刊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75-178

第132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唐诗中的寻隐主题
【来源作者】李红霞
【期 刊】学习与探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06-108

第133条记录



【来源文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关系范畴研究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法学评论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3).-127-132

第134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商品房买卖中的失信问题及其规范
【来源作者】肖又贤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2(02).-68-71

第135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Gubisch案看欧共体法院对国际诉讼竞合的认定
【来源作者】张淑钿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2(01).-133-135

第136条记录

【来源文献】大学英语的TEFL特质再探
【来源作者】曹亚军／林娜／陈清江
【期 刊】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13-120

第137条记录

【来源文献】跨文化时空观念认同的对比分析
【来源作者】樊建华
【期 刊】社会科学战线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4,(04).-245-247

第138条记录

【来源文献】多媒体CAI课件中演播控件的实现技术
【来源作者】安鹤男／欧阳征标／刘春平
【期 刊】教育信息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深圳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年代卷期】2004,(08).-47-48

第139条记录

【来源文献】佩特唯美主义文艺观及其在中国的研究综述
【来源作者】陈文
【期 刊】外国文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
【年代卷期】2004,(03).-156-160

第140条记录

【来源文献】马克思社会评价思想的历史考察
【来源作者】田启波
【期 刊】江汉论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7).-54-58

第141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训诂学走向诠释学——中国哲学经典诠释方法的现代转化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天津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
【年代卷期】2004,(05).-4-7

第142条记录

【来源文献】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来源作者】金业阳／王小云／邱安娜
【期 刊】情报杂志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深圳大学，518060
【年代卷期】2004,23(08).-24-26

第143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及改革思路
【来源作者】张转玲
【期 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34(05).-63-66

第144条记录

【来源文献】全球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
【来源作者】田启波
【期 刊】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19-124

第145条记录

【来源文献】教育的人文反思
【来源作者】张祥云
【期 刊】教育发展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7-08).-15-17

第146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自由意志”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变迁的法哲学解读
【来源作者】丁南
【期 刊】法制与社会发展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10(02).-3-21

第147条记录

【来源文献】《伍伦全备谚解》中兼语句的结构类型及特点
【来源作者】杨爱姣
【期 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488-493

第148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邓小平的制度现代化思想
【来源作者】徐海波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59-61

第149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历史考察与再造
【来源作者】徐道稳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13-115



第150条记录

【来源文献】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运行机制与路径选择
【来源作者】田启波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68-70

第15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存在主义哲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关系
【来源作者】杨青
【期 刊】求索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49
【年代卷期】2004,(06).-140-142

第152条记录

【来源文献】WTO制度创新中的“司法”角色定位——对专家组、上诉机构“司法能动性”的防范
【来源作者】朱志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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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65-72

第153条记录

【来源文献】健美操运动员形态素质选材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来源作者】王曼
【期 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05-107

第154条记录

【来源文献】基于Web的高校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来源作者】罗汉洋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22-123,131

第155条记录

【来源文献】人力资源核算问题浅析
【来源作者】王军
【期 刊】科技管理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人事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24(04).-33-35

第156条记录

【来源文献】总结时代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心雕龙》
【来源作者】庄锡龙
【期 刊】江苏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50-154

第157条记录

【来源文献】传统翻译观念的逾越：彻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
【来源作者】李德超／邓静
【期 刊】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68-75

第158条记录

【来源文献】析银行处理信用证单据的法律规则



【来源作者】黄亚英
【期 刊】政治与法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71-76

第159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民法上的和解
【来源作者】丁南
【期 刊】政治与法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3).-133-137

第160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SA8000社会责任标准的应对
【来源作者】刘阳
【期 刊】政治与法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01-105

第161条记录

【来源文献】华夏天竺，兼爱尚同——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
【来源作者】季羡林／郁龙余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北京大学，100871／深圳大学留学生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5-8

第162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意义——写在小平诞辰百年纪念日
【来源作者】苏东斌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9-14

第163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5-20

第164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与上海的比较中看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效益
【来源作者】钟杏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25-29

第165条记录

【来源文献】异质间性：当代设计审美价值透视
【来源作者】李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39-42

第166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体制到程序——中国直接选举制度规则与实践的落差分析
【来源作者】唐娟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43-46

第167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
【来源作者】刘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纪委办公室，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52-55

第168条记录

【来源文献】权利表见理论及其法哲学基础
【来源作者】丁南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56-61

第169条记录

【来源文献】我国民法典起草论争述评
【来源作者】傅静坤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62-64

第170条记录

【来源文献】隐性知识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来源作者】杜月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65-69

第171条记录

【来源文献】“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研究综述
【来源作者】万国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74-76

第172条记录

【来源文献】物流发展与组织模式的演进及其规律
【来源作者】张雪宁／刘莉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77-80

第173条记录

【来源文献】企业财务预警系统刍议
【来源作者】张转玲／张根龙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西安工业学院经济管理系，710043
【年代卷期】2004,21(04).-81-83

第174条记录

【来源文献】敞开的痴迷与纠缠——博尔赫斯小说结构在格非短篇创作中的延伸
【来源作者】王素霞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留学生教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94-98

第175条记录



【来源文献】英语广告词语的仿拟艺术
【来源作者】刘茁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04-107

第176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广告产业结构研究：问题与对策
【来源作者】李新立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08-111

第177条记录

【来源文献】《伍伦全备谚解》中同位结构的语义属性与语法属性
【来源作者】杨爱姣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12-116

第178条记录

【来源文献】人文教化与大学的理想
【来源作者】肖海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高教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17-121

第179条记录

【来源文献】后教学法语境中的教师理论建构
【来源作者】胡亦杰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22-125

第180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城镇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现状及发展对策
【来源作者】王铮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4).-126-128

第181条记录

【来源文献】“大旅游”理念下的深圳旅游发展探讨
【来源作者】张多中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17-21

第182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中小广告企业面临的危机和发展对策
【来源作者】胡莹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22-25

第183条记录

【来源文献】金融学科建设的科学发展
【来源作者】曹龙骐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26-28

第184条记录

【来源文献】试析中国国际收支构成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来源作者】赵登峰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40-44

第185条记录

【来源文献】外国刑事判决和执行问题的理论探讨
【来源作者】田彦群／李波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中山大学法学院，510275
【年代卷期】2004,21(05).-55-60

第186条记录

【来源文献】宪政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讨会综述
【来源作者】邹平学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61-65

第187条记录

【来源文献】品牌关系三维结构的实证研究
【来源作者】周志民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66-70

第188条记录

【来源文献】抑郁症的认知理论阐释及其干预
【来源作者】杨青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82-85

第189条记录

【来源文献】散文诗的文体地位
【来源作者】黄永健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92-95

第190条记录

【来源文献】近代日本社会与创造社知识群体爱情婚姻观的形成
【来源作者】童晓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96-100

第191条记录

【来源文献】“获取”类双宾语句研究
【来源作者】曾莉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107-110



第192条记录

【来源文献】生涯辅导的理念认识与机制建构
【来源作者】陈德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生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117-120

第193条记录

【来源文献】构建制约教育腐败的廉政体系
【来源作者】熊静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纪委，518060
【年代卷期】2004,21(05).-126-128

第194条记录

【来源文献】城镇社区体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来源作者】王铮
【期 刊】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体育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32(04).-149-152

第195条记录

【来源文献】萧公权：会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典范——兼论会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
【来源作者】肖俊
【期 刊】学术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236-246

第196条记录

【来源文献】从鼓励外商投资转向鼓励本国企业承接国际外包业务
【来源作者】田贞余
【期 刊】财经论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49-54

第197条记录

【来源文献】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购买力平价的计量分析
【来源作者】赵登峰
【期 刊】财经论丛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52-57

第198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近代户籍变革探析
【来源作者】姚秀兰
【期 刊】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4).-71-75

第199条记录

【来源文献】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
【来源作者】郑成思／朱谢群
【期 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机构名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5).-41-49

第200条记录



【来源文献】钻石理论：区域发展新思路
【来源作者】陈勇
【期 刊】财经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34-37

第20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政府职能的发展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社会科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6-10

第202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来源作者】赵登峰
【期 刊】财经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97-100

第203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现代性
【来源作者】陈文
【期 刊】学海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53-158

第204条记录

【来源文献】同声传译的自我训练途径
【来源作者】张吉良
【期 刊】中国翻译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英语系，518060
【年代卷期】2004,25(05).-82-85

第205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欧盟金融服务法中的相互认可制度
【来源作者】朱志晟
【期 刊】政治与法律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98-102

第206条记录

【来源文献】数字图书馆利用和开发软件的版权策略
【来源作者】吴锦荣
【期 刊】图书情报工作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48(02).-8-12

第207条记录

【来源文献】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以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为例
【来源作者】袁易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5-10

第208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港城市国际化差异比较
【来源作者】罗清和／许新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1-15

第209条记录

【来源文献】儒家道德文化与深圳特区的现代化
【来源作者】刘志山／江传月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518060／中山大学教育学院，510275
【年代卷期】2004,(06).-16-19

第210条记录

【来源文献】信用深圳建设：成因分析与路径选择
【来源作者】马云驰／廖爱春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24-27

第21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政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政治解读
【来源作者】黄卫平／李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28-35

第212条记录

【来源文献】新时期我国政府能力建设的意义与任务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40-46

第213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
【来源作者】章一平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54-57

第214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流变
【来源作者】金文野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94-99

第215条记录

【来源文献】航空广告：实证、隐喻和目的地形象的建构
【来源作者】李蕾蕾／王薇／肖秀轼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00-104

第216条记录

【来源文献】“四方”研究百年
【来源作者】陈瑶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11-115



第217条记录

【来源文献】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教育行业的影响及对策
【来源作者】王军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人事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16-120

第218条记录

【来源文献】试论“两课”教学与学生教育管理的“四个结合”
【来源作者】谢海均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学生处，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21-124

第219条记录

【来源文献】国内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项目综述
【来源作者】胡燕菘
【期 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25-128

第220条记录

【来源文献】跨文化副语言交际策略的教学实效性研究
【来源作者】樊建华
【期 刊】外国教育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44-46

第221条记录

【来源文献】三大宗教时间观念之比较
【来源作者】汪天文
【期 刊】社会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科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9).-122-128

第222条记录

【来源文献】绩效评估：政府行政改革和再造的新策略
【来源作者】张定安／谭功荣
【期 刊】中国行政管理
【机构名称】中国行政管理学会，100017／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9).-75-79

第223条记录

【来源文献】欧洲服务宪章运动：背景、原则、战略及启示
【来源作者】谭功荣
【期 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89-91

第224条记录

【来源文献】“哲学”东来与“中国哲学”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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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51-58

第225条记录

【来源文献】跨文类写作与形上之追索——行者的文学之旅



【来源作者】陈继会／徐亚东
【期 刊】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武汉大学文学院，430072
【年代卷期】2004,37(06).-96-100

第226条记录

【来源文献】社会时空的解析——衡量人类的活动效率与生活质量的尺度
【来源作者】汪天文
【期 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部，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68-73

第227条记录

【来源文献】香港“高官问责制”审视
【来源作者】汪永成
【期 刊】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518060
【年代卷期】2004,26(05).-63-66

第228条记录

【来源文献】郭嵩焘与西方图书馆文明的东传——读《伦敦与巴黎日记》扎记
【来源作者】傅敏
【期 刊】图书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4-16

第229条记录

【来源文献】聚焦高校图书馆网络环境下的出纳台
【来源作者】柴永红
【期 刊】图书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92-94

第230条记录

【来源文献】深圳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初探
【来源作者】姚兰
【期 刊】图书馆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98-100,104

第231条记录

【来源文献】建构主义与主体性
【来源作者】杨庆峰／姜琬
【期 刊】自然辩证法研究
【机构名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200436／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517060
【年代卷期】2004,(11).-45-49

第232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教育供给方式
【来源作者】周继红／吴仲斌
【期 刊】当代财经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100810
【年代卷期】2004,(10).-38-41

第233条记录

【来源文献】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来源作者】欧阳北松／杜建华
【期 刊】当代财经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0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00



【年代卷期】2004,(11).-96-99

第234条记录

【来源文献】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与现时代的主要特征
【来源作者】钟坚
【期 刊】社会主义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40-42

第235条记录

【来源文献】学校变革与发展的理论和策略分析
【来源作者】张兆芹
【期 刊】教育发展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00
【年代卷期】2004,(11).-9-13

第236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自然环境对消费的影响
【来源作者】国庆／胡丁／国世平
【期 刊】消费经济
【机构名称】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党校，518000／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00／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518000
【年代卷期】2004,(06).-18-19,22

第237条记录

【来源文献】知假买假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思考——基于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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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114-122

第238条记录

【来源文献】国家赔偿行政许可第三人问题研究
【来源作者】黎军
【期 刊】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10).-50-56

第239条记录

【来源文献】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影响
【来源作者】吴锦荣
【期 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29-31

第240条记录

【来源文献】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精神
【来源作者】吕元礼／李波婷／刘淑云
【期 刊】社会科学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60
【年代卷期】2004,(06).-30-33

第241条记录

【来源文献】知识产权的法理基础
【来源作者】朱谢群
【期 刊】知识产权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5).-3-8

第242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国近代律师制度探析
【来源作者】姚秀兰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22(09).-117-119

第243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建立我国饭店法律制度
【来源作者】仲春
【期 刊】河北法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518060
【年代卷期】2004,22(12).-143-146

第244条记录

【来源文献】用Java实现基于CORBA的分布式图书馆查询系统
【来源作者】曾新红／明仲／陈彦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中山大学信息科技学院，510275／深圳大学信息工程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1).-24-29

第245条记录

【来源文献】XML在数字图书馆相关技术中的研究动态
【来源作者】曾新红
【期 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1-7

第246条记录

【来源文献】平台学习：图书馆员提高自我素质的新途径
【来源作者】王桂兰
【期 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图书馆，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32-33

第247条记录

【来源文献】维迪亚爵士的鞭子
【来源作者】阮炜
【期 刊】国外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
【年代卷期】2004,(04).-78-82

第248条记录

【来源文献】城市灯光环境的灯光规划体系及实践——结合海口市灯光环境总体规划研究
【来源作者】赵海天／袁磊
【期 刊】城市规划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深圳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年代卷期】2004,(09).-61-65

第249条记录

【来源文献】基于“综合谈判力”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来源作者】赵德海／衣龙新
【期 刊】中国工业经济
【机构名称】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158105／深圳大学经济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11).-54-59

第250条记录

【来源文献】广义品牌关系结构研究
【来源作者】周志民／卢泰宏



【期 刊】中国工业经济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中山大学管理学院，510275
【年代卷期】2004,(11).-98-105

第251条记录

【来源文献】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学科知识结构的构建和课程设置
【来源作者】王家钺
【期 刊】外语界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52-57

第252条记录

【来源文献】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
【来源作者】周明燕
【期 刊】外国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104-108

第253条记录

【来源文献】中西思想激荡与交融的壮丽历史画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读后
【来源作者】景海峰
【期 刊】学术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10).-144-146

第254条记录

【来源文献】飞行学员自我妨碍倾向、结果重要性知觉与赛前状态焦虑的关系
【来源作者】李晓东／袁冬华／孟威佳
【期 刊】应用心理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130024／解放军空军长春飞行学院政研室，130000
【年代卷期】2004,10(04).-13-16

第255条记录

【来源文献】反思“公共管理（学）”：公共行政的观点
【来源作者】秦小鹏
【期 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5).-22-25

第256条记录

【来源文献】犹太《圣经》的世界性及与现代文明的联结
【来源作者】刘洪一
【期 刊】外国文学研究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
【年代卷期】2004,(06).-90-96

第257条记录

【来源文献】香港高等学校的通识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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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85-88

第258条记录

【来源文献】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对自我妨碍的影响
【来源作者】李晓东／袁冬华
【期 刊】心理科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师范学院，518060／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130024
【年代卷期】2004,(06).-1337-1338,1336



第259条记录

【来源文献】知识产权保护：“过度”与“不足”
【来源作者】朱谢群
【期 刊】电子知识产权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12).-55-56

第260条记录

【来源文献】消费者价格认知的灰色统计评价模型
【来源作者】张雪宁／梁唯溪
【期 刊】统计与决策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年代卷期】2004,(09).-125-126

第261条记录

【来源文献】论影视广告与常规影视作品之本体差异
【来源作者】何建平
【期 刊】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6).-54-58

第262条记录

【来源文献】浅析版权的精神权利及其限制
【来源作者】朱谢群
【期 刊】中国版权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法学院
【年代卷期】2004,(05).-22-24

第263条记录

【来源文献】跨文化视野中的中苏文艺政策比较
【来源作者】吴俊忠
【期 刊】中国比较文学
【机构名称】深圳大学文学院，518060
【年代卷期】2004,(04).-1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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