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社学院09-12年科研项目

项目主持人 名称 批准机关 级别

经费（万

元）

李中华 中国农民合作社师资体系建设规划与研究 农业部 省部级 20
李中华 农业合作社实践模式国际比较研究 农业部 省部级 10

李中华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特色体系研究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子课题 国家级 2

李中华 中日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横向 6.8
李中华 山东省农村合作经济特色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 山东省教育厅 地厅级 0.6
李中华 青岛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研究 青岛市社科联 地厅级 0.6
李中华 加强青岛市农村合作组织的对策研究 青岛市“双百”工程 地厅级 0.6

李中华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农合作组织能力建设

研究 联合国粮农组织 横向 24
李中华 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培训体系研究 山东省经管总站 横向 9.37

李中华 青岛市休闲农业现状与发展方向研究 青岛盛文集团 横向 8
李中华 青岛盛文两岸休闲农场规划项目 青岛盛文集团 横向 42
李中华 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发展报告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横向 8
李中华 农广校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济南市农广校 横向 2
郑丹 农业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 国家级 10

郑丹

以合作社为组织平台加快农业科技推广的机制、

模式研究 山东省教育厅 地厅级 0.6

郑丹 提高企业利用国际科技资源绩效的对策研究 青岛市软科学项目 地厅级 3

郑丹 融基集团农业旅游开发项目规划 青岛融基集团 横向 38

郑丹
科技支撑现代农业的途径、作用机制和效果研究
--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组织平台的实证研究 青岛市软科学项目 地厅级 3

郑丹
以合作社为组织平台加快农业科技推广的机制、

模式研究 山东省教育厅 地厅级 0.6

郑丹 城阳区服务业规划布局研究 青岛市院士专家行项目 地厅级 12
郑丹 青岛市李沧区商贸规划 青岛大学委托项目 校级 1.4



郑丹
服务补救中顾客情绪对顾客满意和行为意向的影

响 青岛农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 校级 3

郑丹

开展现代农业视角下优势农产品重大技术推广途

径研究 农业部优势农产品重大技术推广项目
省部级

5

郑丹 青岛市城阳区服务业发展规划 青岛市 地厅级 10

郑丹 青岛市崂山区农林发展规划 青岛市 地厅级 39.6
郑丹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道服务业发展规划 青岛市 地厅级 4

王勇
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研究 省社科规划办 省部级 1

王勇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及

对策研究 国家社科规划办 国家级 8

王勇

黑龙江省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目标、重点与

对策研究 省社科规划办 省部级 1

王勇
黑龙江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城市带动农

村的机理与政策研究 省科技厅 省部级 3

王勇 黑龙江省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省科技厅 省部级 3

王勇 黑龙江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研究 省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 地厅级 1
隋姝妍 新时期蔬菜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综合论证 山东省教育厅 地厅级 0.6

隋姝妍
以合作社为平台构建青岛市绿色农业生态圈的研

究 青岛市 地厅级 1

隋姝妍

农产品贸易全球化下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对策的研

究 国家教育部 省部级 2

隋姝妍 青岛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农超对接的实证研究 青岛市 地厅级 0.2
隋姝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运用研究 青岛市 市级横向 7

韩春花 中日韩FTA与农业合作模式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省部级 5.6

韩春花
包括半商品经济在内的生消共生型农林产品的生

产与流通综合研究 日本学术振兴会 省部级 2.36

韩春花 韩中合作社比较研究

韩国hanbat national university通商

战略研究所 横向 2.98

韩春花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 韩国学术振兴厅 省部级 2.68

韩春花 中国消费者购买韩国农产品意向调研 韩国全北食品产业经济经济研究所 横向 1.59



韩春花 合理利用农村生物质资源，加快新农村建设研究 青岛市软科学 地厅级 2

韩春花 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困境与对策 山东省社科规划 省部级 1

韩春花

以合作社为组织平台加快农业科技推广的机制、

模式研究

山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 地厅级 0.6

高玉香

芸豆高产优质新品种选育与配套栽培技术体系研

究 山西省科技厅（省攻关项目） 省部级 8
高玉香 会计学基础案例教学法的研究与应用 山西省教育厅 省部级 2
高玉香 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管理办公室 省部级 2
牟少岩 青岛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监督机制的构建研究 青岛市软科学 地厅级 2

牟少岩 农业（粮食)补贴政策效果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15

牟少岩
山东省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模式与

机制研究 山东省软科学 省部级 1.5
牟少岩 青岛市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行机制研究 青岛市软科学 地厅级 1

牟少岩
专业学位“双导师制”中合作导师管理机制的研

究 山东省学位办 省部级

牟少岩 青岛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监督机制的构建研究 青岛市软科学 地厅级 2
王伟 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山东省社科规划 社科类省部级 2

王伟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国家级 15

王伟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特色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 国家软科学 国家级 10
王伟 建设农民职业化培训的市场机制运行示范点 青岛市公共领域科技支撑计划 地厅级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