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 

课题立项项目名单（400 项） 

1.重点资助项目（50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工作单位 

18SYA-001 江苏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体系研究 胡启兵 常州工学院 

18SYA-002 
江苏加快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路

径研究 
江巍 江苏警官学院 

18SYA-003 
文旅两部合并背景下的南京文化旅游

IP 业态开发及其发展路径研究 
秦广宏 金陵图书馆 

18SYA-004 
加快构建和完善江苏科技创新生态体

系研究 
张秀勤 南京工业大学 

18SYA-005 
基于信用管理的江苏高校科研经费绩

效评价研究 
李芸 南京师范大学 

18SYA-006 
“一带一路”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文化

融合研究 
黄陈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A-007 
数字经济背景下常州智能制造产业全

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模式与路径研究 
陈建新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8SYA-008 
“三螺旋理论”视阈下江苏提升高校

服务地方发展能力研究 
张文亚 淮阴工学院 

18SYA-009 
老龄化背景下江苏省农村养老体系构

建研究 
蔡娟 淮阴工学院 

18SYA-010 
江苏创新型省份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关

系研究 
战炤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8SYA-011 
江苏打造大运河文化标识的思路与对

策研究——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 
时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SYA-012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研

究 
郭爱妹 南京师范大学 

18SYA-013 
江苏音乐剧市场的发展现状及提升路

径研究 
邵一言 南京师范大学 

18SYA-014 
城市低龄老年人社会参与政策研究—

—基于南京市的样本分析 
徐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A-015 
江苏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构建路径

与评价指标研究 
陈建明 徐州工程学院 

18SYA-016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的美丽江苏建设促

进机制研究 
芈凌云 中国矿业大学 

18SYA-017 
苏北生态农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以淮安市为例 
周海英 淮阴师范学院 



18SYA-018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医学生基层就业

对策研究 
陈小进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

林学院 

18SYA-019 
网络实践共同体支持下的教师专业发

展研究 
马志强 江南大学 

18SYA-020 
保险业参与“医养结合”的可行性模

式研究--基于江苏市场的实践分析 
杨波 江苏省保险学会 

18SYA-021 

南京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发展路径研

究——基于南京、苏州、杭州、深圳

四市样板数据比较视角 

姜玮 
江苏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 

18SYA-022 

以幼儿园为基地：建构促进幼儿、教

师、父母社会性终身发展的学习型社

区研究 

刘晶波 南京师范大学 

18SYA-023 
江苏中医流派的核心价值文脉与文化

传承范式研究 
王进 南京中医药大学 

18SYA-024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促进江苏无车

承运业发展对策研究 
陈慧娟 淮阴工学院 

18SYA-025 

高职院校新生代大学生创业失败复原

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

论的视角 

王聪颖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A-026 
城镇化背景下江南传统乡村景观“源

汇”效应及存续策略研究 
熊星 江苏开放大学 

18SYA-027 
“新工科”产教融合背景下专业硕士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崔伟 江苏理工学院 

18SYA-02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的实践研究 

赵宁 金陵科技学院 

18SYA-029 
基于对比语料库的江苏国际形象话语

研究 
赵浩 南京工程学院 

18SYA-030 
传统乡村资源在“村转居”社区治理

中的利用与改造 
李学斌 南京理工大学 

18SYA-031 
高校图书馆“研究支持”服务能力研

究——以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为例 
陈茁新 南京林业大学 

18SYA-032 
校园欺凌行为的心理干预研究——以

南京市为例 
万增奎 南京晓庄学院 

18SYA-033 
基于关联数据的“江海文化”文献资

源知识聚合研究 
徐晨飞 南通大学 

18SYA-034 
物联网金融发展逻辑及与江苏省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乔桂明 苏州大学 

18SYA-035 

苏州民间美术非遗文化与动漫艺术设

计融合的实践研究——以职业院校动

漫专业绘画课程为例 

李琦 
苏州工业园区工业

技术学校 



18SYA-036 
徐州地区仪式音乐文化中民间信仰研

究 
连云 徐州工程学院 

18SYA-037 
基于情感计算的大数据网络舆情危机

识别与预警研究 
李萍 盐城工学院 

18SYA-038 
新时代江苏城市社区文化视觉传播优

化研究 
戴勇 盐城师范学院 

18SYA-039 
地缘关系视野下欧亚大陆桥布局中的

江苏战略研究 
李亚卿 常州工学院 

18SYA-040 苏州高新区文化资源调研与开发 吴建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

学院无锡旅游商贸

分院 

18SYA-041 
新能源汽车行业与江苏新城区区域经

济发展双赢模式研究 
俞跃/吕亚君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A-042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我国保健食品安

全信息透明度评价及其提升路径研究 
罗珺 南京中医药大学 

18SYA-043 
地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驱动情报服务

体系研究 
王丽华 盐城工学院 

18SYA-044 
新时代江苏防范“塔西佗陷阱“的路

径对策研究 
刘利平 盐城师范学院 

18SYA-045 
江苏沿江生态廊道建设的体制障碍与

推进机制研究 
谭倩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18SYA-046 

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供应链重构及网

络价值共创研究——以江苏装备制造

企业为例 

彭永涛 江苏大学 

18SYA-047 
徐州地区红色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研究 
邵政达 江苏师范大学 

18SYA-048 
技术变革背景下江苏科技创新问题研

究 
余泳泽 南京财经大学 

18SYA-049 
江苏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机制研究 
尹燕 南京农业大学 

18SYA-050 

江苏培育新经济“独角兽”企业对策

研究——基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路径

分析 

朱益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2.一般资助项目（150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工作单位 

18SYB-001 
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导向的江苏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研究 
陆辉 南通大学 

18SYB-002 
创新资源约束条件下促进江苏中小企

业非研发创新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瞿孙平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8SYB-003 

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对防范农民返贫致

贫的效果研究——以江苏省苏北地区

为例 

汤颖梅 南京农业大学 

18SYB-004 

江苏小城镇改革开放四十年主要成

绩、经验与启示研究——基于产镇融

合视角 

雷诚 苏州大学 

18SYB-005 
江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机制的重

点与举措 
周莉雅 

江苏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 

18SYB-006 
要素双向流动理论视角下江苏“一带

一路”交汇点建设路径与对策研究 
胡国珠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B-007 

大学生创业创新实践教育平台运行机

制研究--基于校企协同创新的运作模

式 

袁兴国 徐州工程学院 

18SYB-008 
江苏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高质量

发展”的政策支持研究 
刘明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18SYB-009 
“一带一路”服务视角下高技能人才

培养研究 
孙建波 江苏理工学院 

18SYB-010 
政策分析视角下江苏职业教育发展研

究 
徐伟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11 
建设教育智库：师范院校服务地区基

础教育发展的模式研究 
蔡华健 南京晓庄学院 

18SYB-012 

高校与所属区域经济开发区协同创新

路径构建研究——以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和江北新区“气象信息传播”协同

为研究对象 

李素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B-013 
江苏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2013-2018 年案例研究 
尚维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8SYB-014 
江苏运河文化带旅游品牌传播策略研

究——以无锡古运河为例 
孙春艳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15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展示与开发

研究——以扬州剪纸为例  
朱贵杰 扬州大学 

18SYB-016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区福利服务绩

效评估研究——以江苏为例 
范炜烽/笪蕾 南京理工大学 

18SYB-017 江苏省政务新媒体用户行为研究 朱剑虹 南京晓庄学院 

18SYB-018 
江苏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路径研

究 
乔维德 无锡开放大学 

18SYB-019 
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持体系

研究 
张长征 河海大学 

18SYB-020 
苏南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

同集聚的内在机理及调控政策研究 
刘德光 常州大学 



18SYB-021 
江苏新能源汽车“独角兽”企业的培

育对策研究 
张梅燕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22 
以农村产业融合助推精准扶贫——以

苏州姚江村为例 
金昱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23 
江苏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军民融合应急

能力提升研究 
崔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SYB-024 
江苏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

体系研究 
孙占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 

18SYB-025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创意产业环境监控

与治理研究 
张苏秋 南京财经大学 

18SYB-026 
江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基于武进、惠山、常熟三地的调研 
陈会广 南京农业大学 

18SYB-027 

江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12-2017

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高阳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28 新媒体环境下江苏社会科学普及研究 余菜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B-029 
新时代江苏法治社会指标专题量化评

估研究 
戴仁荣 金陵科技学院 

18SYB-030 
基于农用地生态安全的江苏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市场化流转的法律制度研究 
彭小霞 江苏师范大学 

18SYB-031 
江苏新经济“独角兽”企业的培育基

础与策略研究 
汪思冰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32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企业“走出

去”与投资效率研究 
刘进 江南大学 

18SYB-033 
江苏省共享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

策研究 
杨奎奇 江苏师范大学 

18SYB-034 
江苏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与养老产业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 
王子敏 南京邮电大学 

18SYB-035 
推进大数据与江苏实体经济创新融合

发展研究 
肖海慧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18SYB-036 
江苏经济转型发展下科技创新绩效研

究 
颜君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37 
江苏建设“一带一路”交汇点的优势

及路径研究 
邓若冰 南京邮电大学 

18SYB-038 
江苏省推进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对

策研究 
肖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SYB-039 
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江苏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构建研究 
黄浩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8SYB-04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乡村人力资

源开发研究 
齐义山 徐州工程学院 



18SYB-041 
南京发挥科教资源优势，促进校地融

合发展对策研究 
秦卫明 南京工业大学 

18SYB-042 以绿色创新推进美丽江苏建设研究 林珊珊 南通大学 

18SYB-043 
绿色赋能引领下的江淮生态经济区产

业布局和融合发展研究 
王惠 淮阴工学院 

18SYB-044 

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与推进美丽江苏建

设研究——基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

度的设计 

袁广达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B-045 
“1+3”功能区战略下江苏省“强富美

高”协同发展的差异化考评机制研究 
沈晓梅 盐城工学院 

18SYB-046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社会共治机制研究 
于荣 南京财经大学 

18SYB-047 
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与推进美丽江苏建

设研究 
严燕 南京农业大学 

18SYB-048 新时代江苏职业教育国际化项目研究 赵培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49 
城镇化进程中新市民子女的心理素质

状况及提升研究——以南通为例 
张鹏程 南通大学 

18SYB-050 
江苏改革开放四十年高等职业教育主

要成就、经验与启示研究 
赵惠莉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51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与实

践研究 
裴中岐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8SYB-052 

江苏省提升高校服务地方发展能力研

究——以大学生服务地方外籍人士微

信公众号运营为例 

王莎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53 
江苏省中小学教育信息化投入的效益

研究 
王斌 江苏大学 

18SYB-054 
新媒体语境下社会组织参与美丽江苏

建设的路径及其机制研究 
张虎彪 河海大学 

18SYB-055 
江苏省文化 Mall 新型业态发展模式

研究 
徐路 南京图书馆 

18SYB-056 

江苏打造大运河文化标识的思路与对

策研究——基于江苏 8个沿运河城市

的考查 

张云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18SYB-057 
智慧图书馆社区知识服务平台构建研

究 
孙小平 南通理工学院 

18SYB-058 吴地传统文化元素的可视化再造研究 刘咏清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18SYB-059 
江苏运河文化带建设现状与优化策略

研究 
蒋薇薇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 



18SYB-060 
基于江苏大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的

传统村镇活化策略研究 
胡发强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 

18SYB-061 
文化基因视域下江苏打造大运河文化

标识的思路和对策研究 
裘莹莹 淮阴工学院 

18SYB-062 
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传承研究 
解军 淮阴工学院 

18SYB-063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加快文化“走

出去”的现状、经验及对策研究 
周志莹 

江苏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 

18SYB-064 
“一带一路”背景下徐州两汉文化“走

出去”战略研究 
张琼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65 
江苏外宣报道的媒介与受众供需偏差

研究 
杨国萍 江苏理工学院 

18SYB-066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加快文化“走

出去”战略研究 
徐清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8SYB-067 
短视频平台的互联网治理：问题及对

策 
于丽臣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

学院 

18SYB-068 
新媒体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转换路

径研究 
高天婧/刘国燕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

学院 

18SYB-069 
江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体系分析及优

化研究 
韩磊 江苏省信息中心 

18SYB-070 
全域旅游视角下县域单位乡村振兴研

究——以徐州市贾汪区为例 
王中华 徐州工程学院 

18SYB-071 
江苏乡村振兴下生态环境优化治理策

略研究 
李晓 江苏大学 

18SYB-072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 
韦庆昱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73 
促进企业参与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

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殷志扬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74 
构建高职院校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

研究 
束梅玲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75 
文化自信视域下苏北封侯虎非遗项目

的文化传承及活态应用研究 
崔浩 徐州工程学院 

18SYB-076 
江苏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弘

扬研究 
许莲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77 江苏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刘瑛 江苏省信息中心 

18SYB-078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苏北地区“乡村振

兴”战略的现实路径研究 
戴理达 徐州工程学院 

18SYB-079 江苏主要城市创业成本比较研究 曹蕾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80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指数研

究 
马永浩 

江苏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 



18SYB-081 
淮安市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

度体系研究 
苗军 淮阴师范学院 

18SYB-082 
江苏省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评价与路

径研究 
徐常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B-083 
江苏省基础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研

究 
毛献峰 南京邮电大学 

18SYB-084 
江苏先进制造独角兽企业培育路径研

究 
杨军 盐城工学院 

18SYB-085 
创新驱动背景下高校高价值专利培育

机制研究 
蔡祺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SYB-086 
脱贫攻坚背景下江苏保险业精准扶贫

对策研究 
孙武军 江苏省保险学会 

18SYB-087 
高校第二课堂建设与双创教育融合机

制研究 
冯云平 淮阴工学院 

18SYB-088 
江苏大学生村官“双创”能力培养研

究——基于主动性人格视角 
嵇炜 常州大学 

18SYB-089 
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以江苏

省为例 
范如意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 

18SYB-090 

江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

究——基于江苏乡城流动人口迁移现

状的实证分析 

尹勤 南京邮电大学 

18SYB-091 
长三角地区健康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研

究——以“医联体”建设为例 
彭翔 南京中医药大学 

18SYB-092 
牛首山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与开发利用

研究 
吕昂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18SYB-093 

江苏“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全域监

管模式研究——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为例 

李辉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18SYB-094 新时代乡村治理质量测度标准研究 詹国辉 南京财经大学 

18SYB-095 
江苏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研

究 
陆孟雄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096 

推动绿色发展理念下江苏省 FDI 企业

环境创新行为和创新绩效的激励策略

研究 

金基瑶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YB-097 
江苏率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

驱动机制与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张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B-098 
江苏与创新发展先进地区科技政策比

较研究 
李菲菲 苏州大学 

18SYB-099 
中小企业投资变化分析：趋势、原因

与对策 
张宁 南京农业大学 



18SYB-100 
以苏北一体化建设推进以连云港为核

心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研究 
王贵彬 淮海工学院 

18SYB-101 
江苏知识产权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政策支撑研究 
芮雯奕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 

18SYB-102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多维生态修复与转

型研究——以贾汪潘安湖为例 
段柯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18SYB-103 
河长制下江苏水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

长效保障机制研究 
马海良 河海大学 

18SYB-104 
江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

机制研究 
范兆媛 南京邮电大学 

18SYB-105 
基于 VR 的高职院校土建专业人才培

养创新研究 
张琳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06 
产教融合视域下江苏高职空乘专业校

企协同育人模式创新研究 
许赟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18SYB-107 
新时代江苏高等教育国际化转型背景

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周士荣 南京工程学院 

18SYB-108 家庭寄养儿童社会融合之路径研究 陈丽 金陵科技学院 

18SYB-109 
依托创新性实验项目的大学生创新创

业实践研究 
徐九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8SYB-110 

新时代大学生互联网金融风险认知与

投资行为研究——基于江苏高校的问

卷调查 

周雷 苏州市职业大学 

18SYB-111 
新时代江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

究 
孟艳 徐州工程学院 

18SYB-112 
江苏省“全面小康、全民健康”进程

监测评估及策略优化研究 
许建强 徐州医科大学 

18SYB-113 
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机制与发展路径研

究 
祝建兵 南京工业大学 

18SYB-114 
苏州塔幢相关遗存建筑装饰纹样文化

谱系传承研究 
汤恒亮 苏州大学 

18SYB-115 
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宣传的语言策略

研究 
纪燕 江苏科技大学 

18SYB-116 
周恩来精神的弘扬对纪念地旅游的价

值研究 
石磊 淮阴工学院 

18SYB-117 
南京城市品牌与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的

调查与研究 
吴振韩 南京师范大学 

18SYB-118 
苏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村民参与机

制研究 
颜世颀 淮阴工学院 

18SYB-119 
江苏省“1+3”重点功能区战略实施的

土地保障政策研究 
李鑫 江苏师范大学 



18SYB-120 
江苏区域美丽乡村建设与体育旅游融

合发展路径研究 
吴国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21 
江淮生态经济区产业绿色转型路径研

究 
夏雪芹 淮阴工学院 

18SYB-122 
扬子江城市群背景下宁镇扬同城化空

间结构研究 
王丹/潘其泉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YB-123 
江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OFDI

的贸易效应研究 
王丽萍 南京邮电大学 

18SYB-124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以连云港市为例 
李颖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18SYB-125 
OFDI 驱动江苏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攀升策略研究 
王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 

18SYB-126 江苏小微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巩保成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8SYB-127 
基于乡村振兴的江苏省特色小镇高质

量发展路径及对策建议研究 
顾红春 江苏科技大学 

18SYB-128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民营企业家社

会心态引导策略研究 
陈林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

学院 

18SYB-129 
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通色织土布的活态

传承与产业化发展研究   
高月梅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30 
南京元宵节文化记忆的巩固和传承研

究 
俞秀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金城学院 

18SYB-131 
绿色技术变革背景下江苏企业绿色科

技创新发展与评价研究 
涂建明 东南大学 

18SYB-132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现代学徒制

育人质量保证制度体系建设 
苏治国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 

18SYB-133 
“扬州八怪”对当代绘画“高原”出

“高峰”的启示 
贾明哲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 

18SYB-134 

乡村振兴战略及扶贫背景下苏北贫困

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研究——以宿迁

市王官集镇唐圩村为例 

汪辉 南京林业大学 

18SYB-135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战略支点城

市连云港众创生态系统建构研究 
徐以标 连云港开放大学 

18SYB-136 
基于数字共享资源的残疾大学生学业

支持研究 
蒋小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院 

18SYB-137 
江苏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视域下体育供

给侧改革战略研究 
石红霞 南京体育学院 

18SYB-138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江苏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研究 
姚俊 南京医科大学 

18SYB-139 
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住宅户型设

计——以南通地区为例 
秦烽慧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40 垃圾分类的沛县实践跟踪研究 魏垂敬 
沛县人民政府督查

室 

18SYB-141 

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

系的建立和分析——以创新型国家群

为标杆 

于翠萍 三江学院 

18SYB-142 
江苏省科技领军人才政策实施效果与

体系优化研究 
王玉玫 苏州科技大学 

18SYB-143 宜兴紫砂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研究 张亚琴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44 

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集群企业创新绩

效的影响研究——以苏南自主创新示

范区为例 

金云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8SYB-145 
环洪泽湖生态旅游圈全域旅游发展路

径研究 
王建彦 宿迁学院 

18SYB-146 
社会共治视角下的江苏食品安全可追

溯机制研究 
殷智浩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47 
民生共享战略下江苏城乡居民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孙海琴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B-148 
苏州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结构

的机制研究 
张建明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 

18SYB-149 
绿色信贷运行机制及效果研究——以

江苏为例 
刘莹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

分行 

18SYB-150 
健康江苏战略视角下的江苏省食品药

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机制研究 
颜建周 中国药科大学 

3.立项不资助项目（200 项） 

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工作单位 

18SYC-001 
苏北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对策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龚荒 中国矿业大学 

18SYC-002 
金融生态视域下江苏省养老金融发展

对策研究 
周晓莲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03 
新时代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竞争

新优势的培育机制研究 
任保全 常州大学 

18SYC-004 
江苏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测度及提升

路径研究 
张涛 苏州大学 

18SYC-005 
基于全域旅游的江苏旅游消费环境提

升研究 
王格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YC-006 
快速城市化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评估研究 
汤澍 金陵科技学院 

18SYC-007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苏南地区智能

制造业发展影响因素及竞争力提升策
张飞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略研究 

18SYC-008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产品电商经营行为

实证研究——基于宿迁市“一村一品一

店”的调查 

胡长深 宿迁学院 

18SYC-009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资本结构对税收规

避的影响效应研究 
李争光 盐城工学院 

18SYC-010 
江苏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条件和举

措研究 
张萍 

江苏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 

18SYC-011 

江苏制造业服务化战略转型实证研究：

基于常州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多

案例分析 

施新平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12 
全球价值链下江苏制造业发展质量变

革机制及路径研究 
刘宁 江苏理工学院 

18SYC-013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江苏外贸发展

的启示研究 
陈彩云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18SYC-014 
“互联网+”视域下南京市农产品供给

侧改革成效研究 
张明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C-015 江苏、浙江、广东科技创新比较研究 盛永祥 江苏科技大学 

18SYC-016 
江苏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发展的路

径及机制研究 
何钢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17 
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与城市

群发展关系研究 
方青青 

江苏省智汇交通与

空间发展研究院 

18SYC-018 
现代学徒制下江苏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研究 
顾春江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19 
常州老字号餐饮企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研究 
顾坚 常州大学 

18SYC-020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江苏省农村公路

安全设施提升对策研究 
汤天培 南通大学 

18SYC-021 
屋顶绿化在常州“海绵城市”建设中的

应用推广研究 
王璐珺 常州大学 

18SYC-022 
农地制度改革促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以苏南典型村庄为例 
文龙娇 江苏理工学院 

18SYC-023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型人才评价

体系的构建研究 
李林芳 常州大学 

18SYC-024 
技术变革下江苏应急产业适应性发展

问题及对策研究 
周飞雪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C-025 
江苏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关键问题及

对策研究 
欧阳芳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26 
江苏文旅融合发展现状、问题与策略研

究 
马彧 南京晓庄学院 



18SYC-027 
乡村振兴进程中江苏特色小镇建设的

机制研究 
陈玉山 南京晓庄学院 

18SYC-028 

江苏提升高校服务地方科技创新发展

研究——基于专利数据的创新网络中

心度分析 

王玉芬 南京中医药大学 

18SYC-029 江苏提升高校服务地方发展能力研究 卢晓梅 南京工业大学 

18SYC-030 
大数据背景下的高校信息化建设路径

研究 
贾佳 南京邮电大学 

18SYC-031 
“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职业教育跨境

输出的长效机制研究 
李富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32 
江苏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高校创新

创业人才多维培养研究 

袁小平/陆伟

家 
南通大学 

18SYC-033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 
李爱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34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江苏高校精准资

助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颜彩媛 淮阴工学院 

18SYC-035 
进城务工随迁子女社会适应支持系统

研究 
庄妍 徐州工程学院 

18SYC-036 
互联网时代青少年注意力提升策略研

究 
厉飞飞 盐城师范学院 

18SYC-037 
“卓越计划”背景下高校服务于基础教

育的跟踪型教师培训模式构建研究 
程岭 江苏师范大学 

18SYC-038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走

出去”战略研究 
郭强 南京邮电大学 

18SYC-039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研究 
裴智民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40 大学生村官青年基层角色定位研究 马德峰 苏州大学 

18SYC-041 
基于“产教融合”平台的工程管理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张尚 苏州科技大学 

18SYC-042 
“高水平”建设背景下江苏高职教师素

质能力新发展要素及协同培育研究 
黄浩岚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43 
“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共建治理创新

举措研究 
孙静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44 
江苏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路径研究 
李灵芝 南京工业大学 

18SYC-045 
居家养老模式下江苏省既有住区适老

化水平调研 
周国艳 苏州大学 

18SYC-046 南京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研究 孟荣芳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18SYC-047 
江苏优秀地域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研

究——以江苏戏曲为例研究 
周飞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 

18SYC-048 
“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下的美丽新江苏

景观格局构建研究 
田治国 常州大学 

18SYC-049 
微时代碎片化传播模式下戏曲传承发

展对策研究 
陈娟娟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 

18SYC-050 
江苏民间舞蹈“男欢女喜”身体文化研

究 
陈妍 江南大学 

18SYC-051 

全媒体时代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研

究——以大运河淮安段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例 

崔静 淮阴师范学院 

18SYC-052 
江苏城市实体书店发展与阅读文化形

塑研究 
周浒 淮阴师范学院 

18SYC-053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档案文化资源开发

探究与实践 
瞿翠玲 徐州工程学院 

18SYC-054 
现代社会传统家风家训应用的实证研

究 
周娟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55 
新技术条件下文创设计与苏州传统工

匠技艺融合发展与创新研究 
张彰 苏州科技大学 

18SYC-056 徐州红色基因传承与弘扬研究 张伟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57 

民俗艺术与市场结合背景下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以东台

发绣为例 

陆平 盐城工学院 

18SYC-058 
“乡村振兴”战略下江苏乡村博物馆建

设研究——以苏州黎里镇为例 
黄洋 南京师范大学 

18SYC-059 
江苏省文化类节目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传播研究 
蒋谊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

学院 

18SYC-060 

江苏优秀地域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研

究——南京地区图书馆药学类古籍善

本书目 

欧阳宁 中国药科大学 

18SYC-061 
江苏打造区域高水平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思路与对策研究 
缪金祥 江苏警官学院 

18SYC-062 
江苏建设“一带一路”交汇点的路径研

究——基于政府工具理论的视角 
何俊武 淮海工学院 

18SYC-063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在农村养

老服务中的制度供给研究 
刘传俊 南京农业大学 

18SYC-064 
江苏推进港口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及对

策研究 
王鹏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65 
新时代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与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研究 
李环宇 淮阴工学院 



18SYC-066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养老护理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熊彦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YC-067 

“五位双驱动”模式下高职院校留学生

培育体系研究——以助推江苏省职业

教育走出去为背景 

吴涛/章莉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68 
“互联网+”背景下江苏省智慧社区建

设与发展模式研究 
杜洪晴 徐州工程学院 

18SYC-069 
“一带一路”背景下基于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的船木衍生品设计应用研究 
王楠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70 
与主导产业优化升级相协调的江苏军

民融合推进路径及对策研究 
周彩霞 南京理工大学 

18SYC-071 
空间经济学视域下扬子江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研究 
唐彩虹 扬州市职业大学 

18SYC-072 
大数据与江苏制造业深度融合机制研

究 
左茜 

江苏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院 

18SYC-073 
苏北农村产业科技扶贫的组织模式与

利益机制研究 
王传彬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74 
苏北淮安创业型经济发展前景与路径

研究 
段婧婧 淮阴师范学院 

18SYC-075 
基于专利分析的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

业创新能力研究 
杨红燕 苏州科技大学 

18SYC-076 江苏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研究 惠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SYC-077 
江苏新经济“独角兽”企业培育路径与

机制研究 
胡苏迪 

南京国资混改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18SYC-078 

江苏培育新经济“独角兽”企业的对策

研究——基于典型独角兽企业的实证

分析 

徐德力 常州工学院 

18SYC-079 
扬子江城市群产业协同及城市竞争力

发展研究 
金春鹏 

江苏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 

18SYC-080 
基于生态圈视角下的江苏互联网金融

反欺诈联动防控机制研究 
王书斌 江苏大学 

18SYC-081 
基于现代农业的苏北食品质量安全风

险评估体系建设研究 
王帅 徐州工程学院 

18SYC-082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旅游目的地品

牌构建机制研究 
陈倩 扬州大学 

18SYC-083 
江苏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跟踪调

查与评价研究 
刘加凤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84 
江苏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问题及对策

研究——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视角 
张军 苏州市职业大学 

18SYC-085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乡村人居环境治

理研究 
戴军 金陵科技学院 



18SYC-086 
基于长三角的智库情报协同创新机制

研究 
聂峰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C-087 
江苏创意农业发展瓶颈及突破路径研

究 
许斌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88 
基于专利视角的苏浙粤科技创新能力

比较研究 
翟丹妮 南京邮电大学 

18SYC-089 
苏浙粤创业领军人才引进政策比较研

究 
张书凤 江苏大学 

18SYC-090 苏北地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路径研究 刘东杰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18SYC-091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推进产教深度融

合的策略研究 
张音宇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92 
面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江苏高校科技

创新工作对策研究 
赵小迪 南京工业大学 

18SYC-093 
“一带一路”战略下江苏区域多元外语

教育政策研究 
袁琳 江苏科技大学 

18SYC-094 
江苏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促进机制与

对策研究 
李强/李斐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18SYC-095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艺术设计专

业“三合三层”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

研究 

李炜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

技术学院 

18SYC-096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加快职业教育

国际化发展研究 
丁自华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97 
新时代“中成高”立地式协同育人工场

构建与创新研究 
程建伟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098 
江苏省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心理健康

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杨雪梅 南京晓庄学院 

18SYC-099 
高职院校跨企业创客教育平台建设与

研究 
张晓芳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00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的构建与实践研究——以电气自动化

技术专业为例 

仇志熠 南通开放大学 

18SYC-101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精益”

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韦伟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02 

依托临港化工产业，强化双主体服务，

协同培养化工制药类人才的探索与实

践 

张东恩 淮海工学院 

18SYC-103 
高校特色社团与地方发展互融机制研

究 
肖阳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18SYC-104 
高校戏剧社团对地方小学戏剧教育的

服务与支持研究 
丁柳 南京晓庄学院 



18SYC-105 

江苏提升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特殊教育

研究——指导有需求的特殊儿童进行

学前转衔教育研究 

林超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18SYC-106 
智慧城市精细化治理中的信息共享模

式研究 
赵又霖 河海大学 

18SYC-107 江苏省安宁疗护实施状况调查研究 林振平 南京医科大学 

18SYC-108 
江苏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现状、问

题与对策 
王经政 宿迁学院 

18SYC-109 
“共享养老”——江苏省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产业化路径探究 
易艳阳 南京林业大学 

18SYC-110 江苏新型自媒体文化传播业态研究 焦肃东 南京艺术学院 

18SYC-111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加快茶文化

“走出去”战略研究 
陈锋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12 
基于文化空间的传承与创新打造扬州

名城之魂的研究 
刘晓宏/张慧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13 
“强富美高”发展目标下的“书香江苏”

建设发展路径研究 
王敏 淮阴工学院 

18SYC-114 江苏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 徐玲玲 淮阴工学院 

18SYC-115 

“互联网+”背景下淮安地域特色文创

产品开发策略研究——以淮安地区为

例 

高燕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16 清代江苏书院宾兴研究 宋斌 江苏理工学院 

18SYC-117 
江苏优秀地域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研

究——以民间玩具为例 
李慧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18SYC-118 
江苏高校图书档案数字化资源融合服

务研究 
雷水旺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19 环境美学与美丽常州建设研究 岳芬 常州工学院 

18SYC-120 
江苏优秀地域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研

究——以《随园食单》创意产品为对象 
方心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

学院 

18SYC-121 
江苏省特色小镇宜居家居产品设计研

究 
吕九芳 南京林业大学 

18SYC-122 全国馆藏宋曹书法作品收集和整理 王红花 
盐城中国海盐博物

馆（盐城市博物馆） 

18SYC-123 江苏省智慧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 姜军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24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研究 姚永康 中共镇江市委党校 



18SYC-125 
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

的利益平衡机制研究 
王聪 宿迁学院 

18SYC-126 江苏养老产业 PPP 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陈瑶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27 
大数据时代提升江苏社会治理能力路

径研究 
顾晓峰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28 
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及保护利用策略研究 
徐秀平 常熟理工学院 

18SYC-129 
江苏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研究——

基于装备制造企业技术自主创新视角 
于斌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30 
工业4.0背景下江苏省制造业与物流业

联动发展研究 
吴凤媛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18SYC-131 洪泽区食用菌产业化进程研究 程钢 
淮安市洪泽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18SYC-132 
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态研究——以江

苏 H高校为例 
孙宝凤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33 
大统战视野下名人资源开发利用——

以民盟常州名人为例 
沈小平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

学院 

18SYC-134 
“放管服”视域下江苏省高职教师职称

评审制度改革创新研究 
张晓冬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35 
构建弘扬常州优秀特色地方文化实践

研究 
申冬生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旅游商贸

分院 

18SYC-136 
徐州市黄河故道流域文化旅游标识打

造与推广对策研究 
朱飞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

学院徐州财经分院 

18SYC-137 江苏省航空经济产业思路与对策研究 何珍珍 
江苏省交通经济研

究会 

18SYC-138 江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机制研究 刘增涛 
江苏省社科院连云

港分院  

18SYC-139 大运河文化带博物馆群建设发展研究 邢致远 
江苏省文化厅（省文

物局） 

18SYC-140 
基于“人民满意”的“适合的职业教育”

内涵与实现路径研究 
罗冲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

技术学院 

18SYC-141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国际

化转型研究 
俞黎黎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18SYC-142 
江浙闽粤典型发达县域高质量发展的

比较与路径研究 
包卿 

江阴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18SYC-143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校企协同育人

模式研究 
罗小兰 金肯职业技术学院 

18SYC-144 
基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廊道的江苏大

运河滨水风光带设计研究 
袁悦鸣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18SYC-145 
“撤点并校”过程中县域城乡义务教育

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研究 
倪传焱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 

18SYC-146 
新时代城镇化背景下南京乡村文化旅

游空间演变研究 
王丽娜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18SYC-147 
江苏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融合路径研究 
罗利华 

南京市科技信息研

究所 

18SYC-148 

江苏优秀地域历史文化传承与弘扬研

究——以江苏传统服饰艺术的高校传

承与发展为例 

孙闻莺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院 

18SYC-149 高校党委教师工作部运行机制研究 武正营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50 
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影响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祁金祥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18SYC-151 
美丽江苏视域下江苏农村新型生态社

区建设路径与对策研究 
仇桂且 苏北发展研究院 

18SYC-152 文化记忆视域下的沈周绘画艺术研究 赵建雷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

外包职业学院 

18SYC-153 

江苏打造大运河文化标识的思路与对

策研究——苏州盛泽运河特色小镇集

群发展构想 

陈忠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

镇人民政府 

18SYC-154 
普惠金融发展对苏南地区可视化生态

农业园区建设策略研究 
张军 无锡太湖学院 

18SYC-155 
大数据背景下高职类院校网络舆情管

理与引导研究 
刘战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8SYC-156 
苏北文化产业新业态从先导性到普适

性发展路径研究——以宿迁市为例 
解荣昌 宿迁学院 

18SYC-157 江苏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齐君伶 徐州开放大学 

18SYC-158 
“新医工结合”背景下职业病防治专业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育机制研究 
杨秋宁 徐州医科大学 

18SYC-159 
基于“汽车城”发展模式视角的盐城汽

车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顾伟璐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60 
“乡村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中形成

的档案管理研究 
黄惠珍 张家港市档案局 

18SYC-161 
县域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研究——以张

家港市为例 
孙建忠 张家港市文广新局 

18SYC-162 
基于博弈视角的科技平台促进江苏中

小企业创新的机制与政策研究 
周犀行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18SYC-163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路径研究—

—以海门市为例 
成青青 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18SYC-164 
江苏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问题及对策

研究 
陈建科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18SYC-165 
高度城市化区域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研

究 
潘福能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 

18SYC-166 
泰州建立健全鼓励激励、容错就错和能

上能下三项机制研究 
蔡新燕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 

18SYC-167 
乡村振兴视阈下的乡风文明建设路径

研究 
聂磊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18SYC-168 
江苏休闲农业中小企业非技术创新支

持体系研究 
李鑫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

学院 

18SYC-169 
江苏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战略路径与

对策研究 
江玉杰 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18SYC-170 

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高校服务地

方的现状及机制创新研究——以徐州

为例 

季晓明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

学院 

18SYC-171 关于加强数字小微金融发展战略研究 汪祖刚 
江苏省互联网金融

协会 

18SYC-172 
江苏农业产业兴旺的实现机制与路径

研究 
徐雪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18SYC-173 
以海州义德医院遗址为中心的历史文

化资源产业价值提升研究 
张家超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

院 

18SYC-174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研究生党建

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李思佳 南京大学 

18SYC-175 
美丽江苏“花海”热潮的现状、问题及

对策研究 
沈小华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

科技学院 

18SYC-176 
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的村落转型研究

——以苏州市为例 
季媛媛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

学院 

18SYC-177 
江苏推进军民融合培养士官人才发展

对策研究 
杜超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78 
“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高职教育国际

化多元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顾力豪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

学院 

18SYC-179 
南通改革四十年实践创新及新时代推

进深化改革高质量研究 
黄元宰 南通市经济学会 

18SYC-180 

江苏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以经济新常态下南通非法集资风险为

例 

黄凯东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

检察院 

18SYC-181 
南通建设上海大都市北冀门户的战略

关键及对策研究 
吴明圣 南通职业大学 

18SYC-182 
技术经纪人对江苏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驱动作用研究 
刘勤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 

18SYC-183 
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与推进美丽江苏建

设研究     
黄娜 三江学院 

18SYC-184 
构建江苏智能制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机制研究 
杨平 沙洲职业工学院 



18SYC-185 
在工业4.0时代培养智能控制技术专业

人才的研究 
栾伟峰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

技术学院 

18SYC-186 

城市老年人旅游养老目的地选择驱动

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兼论无锡老

年旅游产业空间重塑 

潘禹 无锡太湖学院 

18SYC-187 
“放管服”结合视角下优化江苏政务服

务的对策研究 
杨艳梅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

区国力信息技术服

务中心 

18SYC-188 
江苏以音乐为助力打造大运河文化标

识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徐丽娅 徐州市音乐家协会 

18SYC-189 
市域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构建及实践研

究 
戈建虎 盐城市图书馆 

18SYC-190 淮扬菜文化博物馆智慧化建设研究 吴鹤飞 
中国淮扬菜文化博

物馆 

18SYC-191 
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支撑体系研究：基

于创新生态系统的分析视角 
曹钰华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

物医学工程技术研

究所 

18SYC-192 
江苏优秀地域历史文化传承研究——

以徐州地区汉文化为例 
陈晓 徐州工程学院 

18SYC-193 
应用型本科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途径

研究 
孟凡婷 徐州工程学院 

18SYC-194 
新时代江苏高校贯彻落实党规党纪路

径及对策研究 
王亚娟 淮阴工学院 

18SYC-195 
基于演化博弈的江苏企业环境信息披

露与媒体关注研究 
戴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SYC-196 聋生审美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管才君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院 

18SYC-197 
江苏精准扶贫工作的跟踪调查与评价

研究 
白先春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院 

18SYC-198 
校企深度融合背景下地方院校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研究 
王金兰 南通大学 

18SYC-199 江苏省书香社区文化建设研究 刘婷 江苏师范大学 

18SYC-20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平安乡村建

设研究 
汤天峰 江苏警官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