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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1 篇 

 

1. 论普选后香港公务员制度的中立性 

尤乐/周霞辉 

【专题名称】台、港、澳研究 

【专 题 号】D424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 年 4 期第 41～46 页 

【英文标题】On Neutrality of Hong Kong's Civil Service System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作者简介】尤乐，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研究方

向：宪法与行政法 518060；周霞辉，深圳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 2010 级硕士研究

生 518060。 

 

2. 当前领导干部执政意识的总体状况与若干特点 

——基于一项调查的分析 

汪永成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 4 期第 30～37 页 

【作者简介】汪永成(1968-)，男，甘肃甘谷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从事中

国政治发展、政府管理研究，广东 深圳 518060 

 

3. 政党嵌入与体制吸纳 

——执政党引领群众自治的双向路径 

陈文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 4 期第 44～48 页 

【作者简介】陈文(1979-)，男，海南保亭人，政治学博士，深圳大学讲师，中共中央编译局

博士后研究，从事执政党建设与基层民主政治研究，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广东 深

圳 518060，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 100032 

 

4. 执政意识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兼论当前执政意识建设的重点 

汪永成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湖南社会科学》(长沙)2011 年 2 期第 50～53 页 



【作者简介】汪永成，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广东深圳，518060。 

 

5. 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吗 

——答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革命理论的责难 

包毅/田启波 

【专题名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专 题 号】A1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济南)2011 年 3 期第 11～16 页 

【英文标题】Is Lenin Individuals of Blanquis: In Response to Plekhanov's Censure of Lenin's  

   Revolutionary Theory 

【作者简介】包毅/田启波，深圳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包毅（1980— ），男，湖南郴州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田启波（1965

— ），男，湖南常德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6.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的历史演进及实务运作模式初探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李晓凤 

【专题名称】社会工作 

【专 题 号】C42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社会工作：学术版》(南昌)2011 年 3 期第 4～7 页 

【英文标题】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nterprise Social Work in China and Exploration of Its 

Operation Mode:  

   Taking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作者简介】李晓凤，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哲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研

究方向：社会工作，广东 深圳 518060 

 

7.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周林刚 

【专题名称】社会工作 

【专 题 号】C42 

【复印期号】2011 年 08 期 

【原文出处】《中国人口科学》(京)2011 年 2 期第 93～101 页 

【英文标题】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the 

Disabled 

【作者简介】周林刚，深圳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 

 

8. 我国乡镇党委公推直选的改革态势与发展路径 

陈家喜 

【专题名称】中国共产党 

【专 题 号】D2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11 年 2 期第 62～66 页 



【作者简介】陈家喜，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 

 

9. 基于劳动者认知角度的工会维权职能研究 

——以珠三角地区企业为例 

陈淑妮/程英/孙娟 

【专题名称】工会工作 

【专 题 号】D422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 6 期第 85～90 页 

【英文标题】The Study on the Trade Union's Basic Legal Duty of Protecting Workers' Legal 

Righ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kers' Cognition—Take the Enterprises of  

   Pearl River Delta as an Example 

【作者简介】陈淑妮(1954-)，女，广东梅县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深

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程英(1987-)，女，湖南望城人，深圳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孙娟(1985-)，女，山东高密人，深圳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10. 台湾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机制及其启示 

曾贵/钟坚 

【专题名称】台、港、澳研究 

【专 题 号】D424 

【复印期号】2011 年 01 期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2010 年 5 期第 38～49 页 

【英文标题】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aiwan's Processing Trade:  

   Path, Mechan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作者简介】曾贵，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钟坚，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深圳 518060。 

 

11. 论英国的区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 

朱志晟 

【专题名称】国际法学 

【专 题 号】D416 

【复印期号】2011 年 04 期 

【原文出处】《河北法学》(石家庄)2011 年 2 期第 180～183 页 

【英文标题】Study on the Recognition & Enforcement of Interregional Judgments in the UK 

【作者简介】朱志晟，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朱志晟（1965-），男，江苏常熟人，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深圳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 

 

12. 美国司法实践中的环境利益评价 

——以温特案为视角 



周卫 

【专题名称】经济法学、劳动法学 

【专 题 号】D413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原文出处】《法学评论》(武汉)2010 年 6 期第 90～95 页 

【英文标题】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in American Judical Practice 

【作者简介】周卫，深圳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深圳 518052 

 

13. 解释和适用《纽约公约》的国际标准 

黄亚英 

【专题名称】国际法学 

【专 题 号】D416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原文出处】《法学杂志》(京)2010 年 10 期第 6～11 页 

【英文标题】Analysi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f Paraphrase & Application of New York 

Convention 

【作者简介】黄亚英(1962-)，男，汉族，陕西宝鸡人，深圳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仲

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大学法学院 广东深圳 

518060 

 

14. 见证的单一与存在的单一 

——试论王岱舆与张中的思想冲突 

问永宁 

【专题名称】宗教 

【专 题 号】B9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中国哲学史》(京)2011 年 3 期第 121～127 页 

【英文标题】Singleness of Witness and Singleness of Existence：Wang Daiyu and Zhang Zhong 

【作者简介】问永宁，深圳大学文学院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15. 论先秦儒家和道家的公平观念 

李大华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哲学研究》(京)2011 年 7 期第 70～76 页 

【英文标题】The Conceptions of Justice of Confucian School and Taoist School in Pre-Qin 

Dynasties 

【作者简介】李大华，深圳大学哲学系。深圳 518061 

 

16. 彻底的历史主义与彻底的实践哲学 

——论唯物史观的本质 

张以明 

【专题名称】哲学原理 



【专 题 号】B1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10 年 6 期第 13～21 页 

【英文标题】Radical Historicism and Radical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 Ess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张以明，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深圳 518060） 

 

17. 《保训》的“中”与“中庸” 

梁立勇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11 年 01 期 

【原文出处】《中国哲学史》(京)2010 年 3 期第 27～29 页 

【英文标题】"Zhong" and "Zhong Yong" in Baoxun 

【作者简介】梁立勇，深圳大学文学院 

 

18. 被试功能差异分析在心理测量中的应用 

兰天/戴晓阳 

【专题名称】心理学 

【专 题 号】B4 

【复印期号】2011 年 11 期 

【原文出处】《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长沙)2011 年 3 期第 316～318 页 

【英文标题】An Introduction of Differential Person Functioning in Applied Psychology 

Measurement 

【作者简介】兰天，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广东 深圳 518060；戴晓阳，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广东 深圳 518060 

 

19. 别有洞天的教育史研究 

熊贤君 

【专题名称】教育学 

【专 题 号】G1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石家庄)2011 年 5 期第 59～63 页 

【英文标题】Peculiarity of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作者简介】熊贤君，(1957-)，男，湖北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深圳大学师

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0. 国外“父亲在位”理论研究新进展及启示 

蒲少华/李臣/卢宁/王孟成 

【专题名称】心理学 

【专 题 号】B4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 2 期第 141～147 页 

【英文标题】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Father Presence" Theory Abroad and Its 



Inspiration 

【作者简介】蒲少华(1965-)，女，四川阆中人，深圳大学讲师，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研

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李臣(1965-)，男，四川巴中人，深圳大学教

授，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卢宁(1957-)，女，

重庆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研究，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王孟成(1983-)，男，安徽宿州人，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从事心理测量学研究，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11 

 

21.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当代价值 

李健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11 年 4 期第 133～139 页 

【英文标题】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Categor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作者简介】李健，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深圳 518060 

 

22. 中国现代自由派文论的文化寻踪 

庄锡华 

【专题名称】文艺理论 

【专 题 号】J1 

【复印期号】2011 年 01 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2010 年 5 期第 113～118 页 

【英文标题】The Cultural Root of Literary Theory of Modern Chinese Liberal School 

【作者简介】庄锡华(1953-)，男，江苏苏州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广东 深圳 518060 

 

23. 美国 GAO 的核安全审计报告简介 

华金秋 

【专题名称】审计文摘 

【专 题 号】V3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11 年 4 期第 82～85 页 

【作者简介】华金秋，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24. 美国的核安全审计及启示 

华金秋 HUA Jin-qiu,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专题名称】财务与会计导刊 

【专 题 号】F1011 

【复印期号】2011 年 12 期 

【原文出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2011 年 4 期第 82～85 页 

【英文标题】U. S. Nuclear Safety Audit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作者简介】华金秋(1974-)，男，江苏盐城市人，副教授，会计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研究方向：审计学，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25. 论“实证研究神塔”的倒掉 

韩巍 

【专题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专 题 号】F31 

【复印期号】2011 年 10 期 

【原文出处】《管理学报》(武汉)2011 年 7 期第 980～989 页 

【英文标题】On the Collap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Pagoda" 

【作者简介】韩巍(1969-)，男，陕西西安人，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

本土化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和谐管理理论，E-mail：hanwei69223@163.com，广东 深圳 

518060 

 

26. 服务品牌内化的概念及概念模型：基于跨案例研究的结论 

陈晔/白长虹/吴小灵 CCChen Ye1/Bai Chang-hong1/Wu Xiao-ling2(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专题名称】市场营销（理论版） 

【专 题 号】F513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南开管理评论》(津)2011 年 2 期第 44～51，60 页 

【英文标题】Concept and Conceptual Model for Service Brand Internalization: Conclusion Based 

on Cross-case Study 

【作者简介】陈晔，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服务管理、品牌管

理；白长虹，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品牌管理与传

媒营销、城市品牌与旅游营销 天津 300074；吴小灵，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为旅游管理、旅游规划 深圳 518060 

 

27. 美国灾害警报系统审计 

景东华/华金秋 

【专题名称】审计文摘 

【专 题 号】V3 

【复印期号】2011 年 07 期 

【原文出处】《中国审计》(京)2011 年 8 期第 48～50 页 

【作者简介】景东华，审计署成都特派办 

华金华，深圳大学 

 

28. 人民币由区域化到国际化：理念与路径 

曹龙骐 

【专题名称】金融与保险 

【专 题 号】F62 

【复印期号】2011 年 06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 1 期第 52～58 页 

【作者简介】曹龙骐(1942-)，男，上海人，深圳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理论和实



务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29. 哪种企业危机反应策略最有效？品牌关系规范的调节作用 

张宁/周志民(1.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专题名称】市场营销（理论版） 

【专 题 号】F513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原文出处】《现代广告》(京)2010 年 22 期第 16～24 页 

【英文标题】Which Response Strategy for Enterprise Crisis Is the Most Effec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Brand Relationship Norms 

【作者简介】张宁，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 武汉 430072；周志民，深圳大学管

理学院，中国 深圳 518060 

 

30. 论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与超越：以移民流散文化为例 

江玉琴 

【专题名称】文化研究 

【专 题 号】G0 

【复印期号】2011 年 09 期 

【原文出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 3 期第 24～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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