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拟立项名单

一、重点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江苏协调推进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研
究

欧向军 江苏师范大学

“短视频+图书”：构建书香社会、重塑城市形象的路
径探析

陶冶 河海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数字江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姚敏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江苏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典型案例研究 马德峰 苏州大学

新高考方案下人才贯通式培养与学业生涯规划研究 刘穿石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推进知识产权运营的市场机制与实践研究 吕凤兰 南京工业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
与路径研究

马雪艳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区块链治理：构建“诚信江苏”及对策研究 王洪海 江苏海洋大学

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深化江苏产教融合的研究与实
践——以镇江航空教育小镇为例

黄飞建
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省5G产业发展策略研究 李晓勤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基于区块链的大数据技术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
中的应用研究

汪胡青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在全
国前列的对策研究

庄雨婷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江苏新高考改革背景下高校生源遴选创新路径研究 季青春 南京工业大学

应用型本科高校区域服务型实训基地运行实践研究 黄银花 常熟理工学院

推动江苏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地方产业链深度融合
策略研究

张知慧 江苏开放大学

苏北传统美术类非遗和旅游深度融合机制创新研究 仇琛 徐州工程学院

审计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视角

葛红民 江苏省审计厅

高标准建设国家大运河文化公园路径研究 钱兴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实践研究 赵任凭 盐城师范学院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江苏县域医共体公共品供给的
选择性激励机制研究

丁政 南京医科大学

盐业服务公共卫生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对策研究
黄俶成、钟

海连
扬州大学

多元协同推进江苏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策略研究 李玉倩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研
究

范炜烽、彭
乐颖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经验
和长效机制研究

周圆圆 南京大学

江苏建设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研究 程俊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脱贫攻坚经验成效与长效机制研究 易爱军 江苏海洋大学

构建“4+4+N”阶梯式培养和分类评价体系，推动“双
师型”教师队伍发展

尤东升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商（协）会生态圈的人才支撑体系的构建与培
育研究

洪小娟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经验与效果评估研究 张跃东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
京工程分院

协同创新视域下江苏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路径与对策
研究

王利军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江苏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李春茹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路径探究 尹剑 金陵科技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研究 欧汉生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文明视阈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路径研究 金淑文 扬州大学

大运河淮扬文化高地建设路径研究 张文华 淮阴师范学院

南京市城乡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研究——以“下乡养老
”为例

孟荣芳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农职院校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中的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研究

丁志春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下江苏流动儿童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研究 夏海燕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舆情新特征下的大国形象构
建研究

吉凯熙 南通大学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矛盾防范与化解研
究

贺正齐 河海大学

知识产权视角下苏粤技术创新比较研究 余萍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经验与效果评估研究 王怀友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提升江苏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对策研
究——以常州大学为例

雍莉莉 常州大学

突发公共危机下大学生舆情监管与引导研究 荣霞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新冠疫情事件下国外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和传
播研究

廉同辉 南京财经大学

新冠疫情下中小型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金青 常州工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研究 都平平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高职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在全国
前列的对策研究

徐黎明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江苏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典型案例与机制创新研究 何勇 东南大学

新冠疫情形势下江苏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路
径及政策选择

葛莹玉 江苏理工学院

二、一般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文脉传承视域下江南古地图设计艺术研究 周灵云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运河沿线城市滨水空间语言景观建设状况的调
查与分析

吉益民 宿迁学院

江苏经济薄弱地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识别、评价
与防控机制研究

褚家佳 盐城工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深化江苏产教融合发展策略研
究

孙兴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提升江苏高校学科专业与地方主导产业契合度的对
策研究

王传彬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专业学位研究生产教融合培养政策研究
钟勇为、缪

英洁
江苏大学

博物馆业与旅游业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研究 冯家红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文化资本视角下江苏文旅融合产品创新机制研究
——以南京秦淮区为例

卢凤萍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标准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路径研究 朱文龙 中国矿业大学

江苏县域医共体医保支付机制研究 覃朝晖 徐州医科大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江苏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
与实践路径研究

郝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城市社区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詹国彬 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江苏打造国际一流的外资营商环
境对策研究

王祥翠 江苏海洋大学

“十四五”时期推进“四新”盐城建设及提升城市能级策
略研究

吕贤旺 盐城师范学院

“补贴退坡”后促进江苏省电动汽车推广的政策选择：
基于多元动机视角

李文博 江苏师范大学

大数据视域下高校贫困生精准资助路径研究 常娜 常州大学

江苏传统工艺类非遗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卢朗 苏州大学

江苏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周仕通 徐州工程学院

基于二十四节气的自然教育研学营地建设研究 吴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后疫情时代江苏健康城市规划与治理策略研究 雷诚 苏州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下江苏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发展策略研
究

李晓燕 南京理工大学

普通高校“运动训练”专业人才培养与区域文化产
业协调发展研究

李加奎 南京工业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深化江苏产教融合发展策略研
究

周辉 南京工业大学

聚焦关键产业核心技术构建苏北自主可控先进制造
业体系

孙立 盐城工学院

江苏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董宏伟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中心江苏分中心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 王红艳 淮阴工学院

江苏建设城乡融合试验区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黄蓉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健全江苏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制对策研究 喻小勇 南京中医药大学

突发事件背景下江苏打造国际一流的外资营商环境
对策研究

夏后学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电源结构调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陈洁 南京工程学院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质量比较
研究

陈国华 江苏海洋大学

健全江苏高校“双一流”建设机制研究：行动逻辑与
战略选择

姚志友 南京农业大学

区块链推进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郑旭东 江苏师范大学

教学诊改视阈下的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袁静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创业型大学产学研合作发
展对策研究

陆珂珂 南京工业大学



高标准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路径研究 李凌燕 常州工学院

连云港“西游”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秦永春 中共灌南县委宣传部

江苏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典型案例与机制创新研究 梁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视觉形象塑造研究 秦宗财 扬州大学

江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黄晓云 镇江市急救中心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创新型城市发展路径研究 应媚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新基建推动江苏新型智慧城市信息化建设发展研究 桂晓璟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江苏省农村社区环境治理绩效测度与推进策略研究 郑华伟 南京农业大学

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研究——以无锡为例 张鸣年 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江苏推进“数字政府”的智慧交互与信息可视化建设
思路与策略研究

吴晓莉 南京理工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深化江苏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
发展策略研究

赵节昌 徐州工程学院

职业院校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路径研究 田浩、冯刚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地产地消，就地直销”助推农民增收致富路径研究
——以戴庄为例

殷国兴 镇江市发改委

江苏城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研究

李万福 南京财经大学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青少年校园体育参与的促进性研
究

刘娜 徐州工程学院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视域下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研究

徐德志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日本大学AO入学考试制度对江苏省新高考改革的借
鉴研究

曲佰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重大疫情期间大学生在线学习策略调查及其干预研
究

贺斌 南通大学

社区教育助力社区治理的机制研究 王中 常州开放大学

江苏气象服务市场化改革对策研究 张明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突发公共事件演化传播模型及治理策
略研究

杨帆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提升通用航空产业协同发展能力研究 严志华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基于网络舆情大数据的营高环境智能评价框架与优
化策略研究

赵红梅 常州大学



江苏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 温珺 南京理工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审计研究 邢祥娟 南京审计大学

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江苏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策略
研究

张涵嵋 常州大学

大数据视域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评价体系构建与应
用研究

曹月 南京审计大学

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高校美术类专
业教育的互动路径研究

邵士德 宿迁学院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高校协同育人方案构建
策略研究

刘井飞 盐城师范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深化江苏产教融合发展策略研
究

杨海红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立足“三教改革”的高职汽车专业推进现代学徒制建
设策略研究

甘秀芹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江苏高职院校
为例

陈粲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推进宿迁市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特色品牌研究 韦曦 宿迁学院

文旅融合背景下苏北民间玩具发展路径探究 李慧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新冠疫情下音乐艺术功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弘扬路径研究

许伟欣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大运河苏州段文化带建设的战略思路和对策研究 周杏芬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中古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背景下油画创作研究 徐丽静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新冠疫情形势下江苏“稳就业”精准施策研究 程欣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医社融合”模式下社区居民生命教育路径研究 杜丽娜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苏高职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 王晓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突发公共危机中的舆情引导研究——以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为例

刘洁 徐州工程学院

新时代公立医院基层党支部组织力提升路径研究 陈洁 南京医科大学

传统儒学思想融入新时代江苏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
研究

樊倩倩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江苏旅游业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研究 印伟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港口群高质量发展路径研
究

潘坤友 盐城工学院

江苏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及支持体系建设研究 张斌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
院



江苏参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合作与竞争机制研
究

王慧敏 南京工业大学

分级诊疗背景下江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评价及
提升对策研究

孙源源 南京中医药大学

金融素养对江苏居民异质性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与
对策研究

南永清 南京审计大学

“协同—共生”视角下教育集团发展的行动策略研究 陈伟 宜兴市城北小学

提升江苏高校学科专业与地方主导产业契合度的对
策研究

田贤鹏 江南大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治理体系实践研究
——以南京高职院校为例

何晓岩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校突发网络舆情应对与引导机制研究 王春香 淮阴工学院

新形势下传统戏曲在高校的传承模式研究——以徐
州梆子戏为例

曹淼 徐州工程学院

驻苏高校校园文化与本省旅游文化深度融合典型案
例与机制创新研究——以驻徐高校大学生传承普及
徐州历史文化活动月为例

郭琪 中国矿业大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江苏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路径与
对策研究

张琦英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老城区公共空间安全与健康韧性的提升设计研究
——以南京为例

何疏悦 南京林业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江苏省餐饮行业从业人员健康
素养内涵构建与提升策略研究

吕慧、吕新
河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创新研究
——基于苏南、苏中、苏北的比较

周定财 江苏师范大学

日本细节文化视野下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对江苏省
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启示研究

刘守军 江苏大学

我省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宗族问题研究 郑文宝 南京工程学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体传播策略与风险感知效
果研究

朱郁闻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中的大数据应用研究 任磊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高新区特色战略产业培育路径与对策研究 徐莉 南京财经大学

大运河江苏段园林文化研学旅游产品设计与新媒体
营销策略研究

孙景荣 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打造国际一流的外资营商环境对策研究 崔岩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经验研究：以“厕
所革命”的健康效应为例

李俊鹏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参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合作与竞争机制研
究

程义伟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江苏建立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机制研究 郭承龙 南京林业大学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省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路径研
究

王利改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江南故事的开发与传播研究 赵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新时代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发展的新问题与对策研
究

冯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农村居家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困境与破解——
基于人力资源再开发视角

宋艳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老龄化-老龄事业-经济发展匹配度及协调关系
研究

崔晓东 南京晓庄学院

新时代江苏体育公共服务市场化协同供给模式研究 杨运涛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江苏省互联网医院发展的策略
研究

石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产教融合深化发展的策略
研究

张瑜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社会资本嵌入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评价及
提升策略研究

詹祥 南京医科大学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社会志愿服务机制优化研
究

李现文 南京医科大学

高校学生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 刘晨 江苏警官学院

区块链+江苏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卢剑伟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治理的江苏实践与经
验研究

李亿 扬州大学

电商时代江苏乡镇农产品配送中心建设研究 沈正榜 南通职业大学

开辟“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江苏高校智库发展对策
研究

李海菊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深化“群组院、院办校”改革推进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研究

孙杨 南通职业大学

新媒体时代江苏高校赴外留学生重大公共危机管理
体制与过程观察

张文娟 常州工学院

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心理危机预防平台的构建 史华伟 江南大学

整体安全观视域下高校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 张秀杰 常熟理工学院

江苏省全域体育文化旅游可持续性评估与发展模式
研究

赵立秋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对策研究 徐剑虹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疫情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问题与对策研
究——以南京市为例

葛燕林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江苏公民健康素养提升路径研究 李莉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城乡社区网格化治理的联动逻辑与实践机制研
究

武小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苏北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研究 仲昭慧 淮阴工学院

江苏沿海地区生态—经济优势转化机制与策略研究 臧正 淮阴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与休闲农业对接的协同创新研究——以苏
北地区为例

王星飞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赵茂锦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 田青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江苏制造业升级成效及影响因
素的实证研究

孔原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坞村”空间保护传承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

滕秀夫 盐城师范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研究

唐志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唐诗资源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创意选材研究 程宏亮 金陵科技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深化江苏产教融合发展策略研
究

钟树杰 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江苏人才贯通式培养与生涯
规划研究

陈玉兰 南通大学

江苏省宅基地使用权收回的实证研究与制度完善 张健 江苏大学

南通链式居家养老模式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媛媛 南通大学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地震避难场所多尺度空间协同优
化路径研究

陈伟 南京邮电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南物质空间的文脉传承与发
展策略研究

孙磊磊 苏州大学

新基建下江苏省自贸区主导产业定位及价值链优化
思考

李华 南京审计大学

“中职—专科高职—应用本科—专业硕士”一体化贯通
培养的江苏模式研究

吴学峰 徐州工程学院

基于技术预见的江苏科技项目形成机制研究——以
新材料产业为例

刘媛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

江苏省高新区创新资源和主导产业集聚能力提升对
策研究

殷铭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江苏脱贫攻坚经验成效与长效机制研究 孙菲若 中共徐州市委党校

江苏城乡融合试验区村庄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路径
研究

吴莉娅 苏州大学

江苏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对策研究 姚国章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 王桂玲 南通大学

江苏农村相对教育贫困的长期纾解机制研究 徐小阳 江苏大学

提升江苏高校学科专业与地方主导产业契合度的对
策研究

刘洋 盐城师范学院

大运河江苏段诗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杨贵环 江苏大学

江苏省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以工业企业为例

李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
院

江苏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师德治理研究 闾彬 扬州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需求预测
预警机制研究

宋冬梅 盐城工学院

苏北全域民间工艺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 程薇 宿迁学院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苏北地区贫困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优化研究

王佳利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 杜梅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

课题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一带一路”战略下江苏OFDI的关键产业和重点环节
研究

张玉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苏北地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实施状况研究

朱沛雨 宿迁学院

融媒体背景下“水韵江苏”文旅品牌传播策略研究 王格 扬州市职业大学

人工智能技术影响江苏就业的机制、测度及对策研
究

陈潇潇 江苏师范大学

苏北民间戏曲类非遗的网络化传播与保护研究 王浩 徐州工程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返校大学生心理状态及干预研究—
以南京审计大学为例

赵玉晶 南京审计大学

青少年志愿服务意识培育的常态机制构建——基于
县域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校验

尹自强 常熟理工学院

数字经济驱动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机制与路径研究

车树林 南京财经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降低江苏中小企业创新成
本对策研究

马小勇 金陵科技学院

江苏构建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卡脖子”问题研
究

周凯歌 淮阴师范学院

新高考模式下人才贯通式培养与学业生涯规划研究 崔云里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关联研究 付奇 苏州大学

基于微博大数据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主题演化
及应对策略研究

李萍 盐城工学院

绿色创新驱动下推进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王永 江苏大学

“互联网+”嵌入下江苏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许莉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自贸区建设进程中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 路璐 南京财经大学

基于区块链的科技金融应用创新研究--以创业投资为
例

孙占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全球新冠疫情的国际经济影响及江苏应对策略研究 张驰 南京邮电大学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及江苏应对策略研究 李晓楠 南通大学

绿色技术创新、生态环境与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联动机制研究

杨秋明 宿迁学院

院士企业研究院建设模式和支持政策研究 李克贵
江苏省企业研发机构促进
会

脱欧过渡期英欧自贸谈判预期与难点研究——兼论
中英自贸区前景及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经验借鉴

李广众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提升江苏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专业与地方产业契合
度的对策研究

胡彩霞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立德树人视域下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内涵建设与
实践路径研究

黄龙 常州大学

江苏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的策略研究 徐莹晖 南京晓庄学院

特殊儿童美术治疗的实践研究 邵雪原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江苏自贸区建设进程中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 孙元花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省随迁子女学业成就的信息化精准帮扶研究 徐红彩 苏州大学

基于产教融合视角下现代学徒制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傅伟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提升江苏高校学科专业与地方主导产业契合度的对
策研究

蒋越星 扬州大学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3+3”中高职衔接建设经验与效
果评估研究

陶然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4.0时代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陆志慧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科学计量分析的代表作评价制度优化研究 石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冠疫情下的青年丧文化研究 汤顶华 东南大学



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现状及对策研究 汤志军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江南村落民宿生态设计传承
与模块化创新策略研究

席飞 南京财经大学

我国文化旅游类智库建设效果评价与提升路径研究 徐路 南京图书馆

江苏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典型案例与机制创新研究 朱文静 江苏开放大学

以《髹饰录》为线索的江南漆工艺文脉传承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翁宜汐 南京师范大学

网络流行语对广告语言的影响及重构 李敏 江苏师范大学

提升江苏中小家具企业市场竞争力研究 衡小东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运河文化带传统灶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研究 潘伟 常熟理工学院

中国特大城市老城区停车设施共享性研究 宋寿剑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社会治理研究 周铭扬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社区、高校和医院三位一体的江苏省社会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黄可望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运动类APP对大学生参与运动的促进作用研究 陈頔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乡村振兴视域下江苏新型合作农场发展研究 王娟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治理背景下志愿者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张鑫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市域治理模式创新与经验研究 叶雷 常州工学院

新形势下江苏构建自主可控现代化工产业体系的“卡
脖子”问题研究

喻雯 南京工业大学

城乡融合发展的三维探析：产业、空间与人口 冒茜茜 江南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基层多元共治生态体系构建及实
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

席晓宇 中国药科大学

新基建背景下南京市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布点优化对
策研究

谌卉珺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社区宏观布局和微观参与
机制研究

徐璐璐 南通大学

核心价值观融入刑法实践路径研究 贾长森 扬州大学

江苏县级融媒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路径优化
研究

何顺民 淮阴师范学院

脱贫攻坚阶段农产品电商对江苏省小农户有机衔接
现代农业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程欣炜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实证
研究

任阳军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本土民间舞蹈资源在地方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开发与
运用——以江苏省海安花鼓为例

姚文伟 盐城师范学院

苏北农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研究——以建湖县
为例

王成斌 中共建湖县委党校

社科招标课题精准对接及成果转化应用研究 吕品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互联网+”视角下宜兴紫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创新研
究

吴高莉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典型案例与机制创新研究
——“太湖船菜”的文旅融合运营路径研究

许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新高考模式下人才贯通式培养与学业生涯规划研究 朱海灵 南京理工大学

大运河苏南沿线工业建筑遗存活化对策研究 李晓 江苏大学

江苏农村“医养结合”难点破解与路径选择 周丽萍 中共丹阳市委党校

突发公共事件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 张玲玲 江苏科技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对外开放多元化战略路径
研究

佟姗 淮阴工学院

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长效机制研究——以
实现社区党员理想信念真信为抓手

谢军 雨花台区委党校

江苏基层安全生产应急监管队伍建设研究 王浩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江苏省数字金融竞争力评价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蔡慧 盐城工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江苏中小微企业的保障与
发展研究——以张家港市中小微企业发展状况为样
本

付辉辉 中共张家港市委党校

江苏省构建自主可控现代生物医药产业体系的“卡脖
子”问题研究

蒋蓉 中国药科大学

江苏建立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机制研究 秦军 南京邮电大学

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重塑与江苏制造业发展研究 何冬梅 江苏开放大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企业产权保护政策与创新绩效
研究

王幸 河海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省农产品现代流通模式升
级及实现路径研究

宋晓明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对江苏产业结构优
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

朱洪春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下江苏跨境电商产业链控制力提
升对策研究——江苏“国家跨境电商试验区”创新治
理视角

唐德淼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人居环境整治背景下农民自建房样式演变归因研究
——以徐州地区为例

史华伟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文化带苏北段全域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纪峰 宿迁学院

江苏省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效应及协同发展 苗书迪 宿迁学院

江苏城市老人健康促进活动参与及对策研究 仲卫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江苏高校学科与产业协同发展
动力机制研究

钱瑜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模式研究

徐春 中国药科大学

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探析 过倩如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二元教育体系下的“替代”模式构建研究 蔡炳育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究 孙小斐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时代学术期刊学术不端行为预防机制构建
研究

虞志坚 南通大学

江苏省来华学历生公共基础教育中的“中国故事”建
构研究——基于江苏省部分高校的实证分析

孙慧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极客学习”：高中生学习方式创新的校本实践研究 李广耀 江苏省太仓市高级中学

江苏省内应用型本科院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与
实践——以金陵科技学院为例

韦佳 金陵科技学院

江苏城乡融合背景下基础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的策
略研究

蔡慧英 江南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研究 王坤 徐州工程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社区教育功能研究 张志欣 常州工学院

基于苏作文化的家具专业现代学徒制实施对策研究 张宇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大数据环境下江苏政府数据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邹鑫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路径研究 杜健 南京晓庄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江南丝竹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
新实践研究

魏薇 南京晓庄学院

扬州木版年画的文创产品开发研究 孙璐、郭艺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文旅深度融合的机制完善与发展对策研究 段七零 扬州市职业大学

苏南手工艺影像留存研究 王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文化旅游与装备制造深度融合典型案例与机
制创新研究

杨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跨媒介语境下网络剧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单永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新冠疫情背景下江苏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生态化构建研究

杨雪梅 南京晓庄学院

残障大学生心理资本及其濡化培养研究 蔡翮飞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江苏省盘活利用闲置农房的典型模式与实现路径研
究

朱大威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新时代江苏省体育社会组织培育路径研究 刘苏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生态文化理念的江苏乡村民宿调适研究 黄志刚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乡村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提升的探索研
究

孙静 张家港市档案馆

新冠疫情形势下江苏“稳就业”对策研究 谭湘花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基本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机制与实现路径 史新和 金陵科技学院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社会治理导向的对策研
究

李蓬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模式及机制创新研究 谭珍珍 徐州工程学院

自贸区生态环境管理创新研究——以江苏自贸区连
云港片区为例

吴刚 连云港市环境科学学会

老龄化背景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孙甲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新冠疫情形势下民办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与对策研
究

王营 三江学院

面向重大疫情防控的应急情报体系构建研究 胡峰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
所

江苏城市韧性治理的重点领域与建设路径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贠菲菲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乡村规划发展路径研究——以溧
阳市为例

陈宁静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景观社会”视阈下江苏地方高校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理
路探析

郭群娜 盐城工学院

江苏生态治理体系与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在全国
前列的对策研究

徐岩 淮阴工学院

江苏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发展完善研究 陈晓君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典型案例研究 苏静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高职院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
研究

蔡绍祥 南通职业大学

江苏省重大疫情卫生治理机制优化研究——基于域
外比较与借鉴的视角

张乐乐 中国药科大学



国外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的药品特别审批制度
经验与启示研究

白庚亮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深度参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重点领域与
政策创新研究

陶德胜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
院

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绩效 刘晓红 南京晓庄学院

需求侧和供给侧二维视角下的江苏居民消费升级模
式评价及路径研究

肖立 盐城工学院

江苏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农产品供应链应急能力及
管理策略研究

陈永平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复杂网络的江苏数字经济风险分析与产业集群
发展策略研究

米传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外向型企业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影响的调整策略
研究

项锦 江苏开放大学

推进江苏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研究 赵登辉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

江苏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
与对策研究

张昌兵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企业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路径研究 宋建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机制研究 陆敏 南京审计大学

协同创新视角下的江苏省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
新模式研究

张宁 南京工业大学

新冠疫情下大学生信息卷入与PTSD的相关性及实证
干预研究

朱晓鹂 南京工程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失信及惩戒机制研究 韩岩 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

教育综合改革视域下江苏义务教育质量提升研究 朱海涛 徐州工程学院

提升江苏高校学科专业与地方主导产业契合度的对
策研究

孙亚南 南通大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英语课程研究 谢竞贤 江南大学

基于MOOC平台推进江苏乡村教师专业学习的策略
研究

吴东照 南通大学

提升江苏地方本科院校学科专业与区域主导产业契
合度的对策研究

郭建耀 常熟理工学院

师范生英语教学设计能力的培养与研究 章于红 常熟理工学院

高标准高水平高品位推进苏北运河文化带建设问题
与对策研究

刘吉双 盐城师范学院

江南传统民居建筑的“檐廊”文化谱系研究 欧阳一菲 常州工学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实践研究——以
宿迁市宿城区村镇志编写为中心

徐小坤
宿迁市宿城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苏州古镇旅游行为偏好及旅游管理优化预测研究
——基于游客个体选择的视角

毛媛媛 苏州大学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路径下的江苏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策略研究

吴春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双重口碑、多维地理标志性形象与消费者产品评价 朱战国 南京农业大学

长三角都市圈传统建筑中江南文脉的传承与发展研
究

秦园 无锡太湖学院

民粹主义思潮下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的发展研究 陈小燕 苏州科技大学

文旅经济发展能力现代化研究-以泗洪县为例 彭波 中共泗洪县委研究室

江苏建设农村产业融合试验区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冯景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新冠疫情形势下江苏“稳就业”对策研究 施玉梅 扬州市职业大学

新时代江苏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长效
机制与评价研究

杜丽华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医共体建设背景下江苏农村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评
价及提升研究

卫陈 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对策研究 孙瑞玲 南京中医药大学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入城通道协同优化研究 林宏志 东南大学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融合
共生路径与对策研究

颜彩媛 淮阴工学院

江苏省中小学教师健康素养发展研究 刘径言 江南大学

江苏城市居民灾难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张娣 江苏大学

以“强基层”推动江苏优质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研究

胡月 南京医科大学

城乡一体化视域下江苏城乡接壤区域管理对策研究--
以苏锡常地区为主例的分析

其日格夫 常州工学院

江苏省全路径追踪下的“医养护融合型”长期照护应
急防控体系建设

陈伟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提升路径研究 尹勤 南京邮电大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舆情引导研究 丁晓剑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机制研究 李绍芳 东南大学

基于全程信用监管的江苏省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问题研究

肖振宇 南京审计大学

突发公共危机中的舆情引导研究 郝思瑾 徐州工程学院



突发公共危机中的舆情引导研究 罗志勇 苏州大学

突发疫情事件应急管理的时空语义建模及机制应对
策略

赵又霖 河海大学

网络意识形态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创新研究 李建柱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重大突发事件中应急物资采购问题研究 周龙 南京工业大学

AI时代江苏影视产业智能化升级的路径研究 徐雄庆 南京传媒学院

新冠疫情形势下江苏影视产业恢复及自救模式研究 贺琳雅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物流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优化区域经济产
业布局的实证研究

何慧 苏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省民间体育赛事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孟祥波 苏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参与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合作与竞争机制研
究——基于科技金融视角

吴凤菊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活化"传承视阈下南京金箔锻制工艺在现代文化创意
设计中的应用化研究

赵波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江苏建设一流科技期刊路径研究-以生物医药领域为
例

杨红俊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协同创新视角下江苏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
究

戴建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疫情危机下新时代公民国家形象意识培育研究 李传义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服务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策略研究 杨雨薇 南通理工学院

新时期社区视角下的苏北农村成人教育 吴少华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建设产业职教联盟应对新冠疫情形势下企业就业难
题的实证研究

严林俊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深化江苏产教融合发展策略研
究

胡杰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视角下加快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思路
与对策

杨英歌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季丽 中共苏州市委党校

建设新农村背景下江苏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研究 糜莉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志愿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新时代高
校青年志愿者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研究

王茜茜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精准扶贫背景下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帮扶系统研究 杨慧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提升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健康江苏建设 孙璐贇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江苏推进基层政府减负提质增效路径研究——以常
州为例

朱红涛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江苏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基于城市群协
同发展的视角

陈思聪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
州旅游与财经分院

“互联网+”视域下江南文脉创新传承模式研究 张毅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区块链推进“数字高校”档案共享平台建设 李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全球新冠疫情对江苏沿江港口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
略研究

周晓娟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江南丝绸服饰的设计美学与艺术价值研究
王巧、任婧

媛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护士群体心理韧性提升的
条件及方法研究

李海红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刘金菊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
院

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高校志愿服务应
急响应机制研究

丁兰兰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江苏省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创新策略研究 秦娟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高校艺术下乡助力乡村文化振
兴的实践与策略研究

毋张明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研究 姚杏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社区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提升路径研究

陈爱梅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
云港中医药分院

江苏省高职校健康管理专业与健康产业契合度提升
的对策研究

周肖英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
锡卫生分院

江南文脉视阈下明清泰州戏曲文化史研究 钱成 泰州学院

基于语料库的疫情危机中的海外舆情研究 赵秀莲 江苏理工学院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背景下地方历史文化名人IP的开
发路径研究

秦益霖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常
州旅游商贸分院

江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经验与效果评估研究 孟宪庄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
州技师分院

传承与创新：锡商文化融入高职商科人才培养的路
径研究

王晓宁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
锡旅游商贸分院

网络隐私关注对在线评论意愿的影响研究 周朋程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
院

宏观不确定性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 李益娟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社区背景下江苏省体育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研
究

王倩 无锡开放大学

江苏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典型案例与机制创新研究 马辉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运
河高等师范学校分院



“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跨境电商服务创新生态系统发
展研究

王飞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
修学院

“时代·文学·历史”多维视域下的“西游记”文化旅游开
发

尚继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时代全民健身助力健康江苏建设的机制创新与实
现路径研究

高庆勇 南京体育学院

“提质扩容”背景下江苏省家政服务业产教融合促进政
策研究

闾志俊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学生公寓思政育人“1233”模式研究 陈小霞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的优化研究—基于江苏省疫情
信息公开经验考察

于晓旭 江苏警官学院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基层卫生“医康护”平台建设实
践

高敏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设计推动新农村文化旅游建设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以江苏省兴化市缸顾乡东罗村为例

过园园 无锡太湖学院

基于百万扩招体制下对江苏省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的研究——以助推江苏经济产业为视角

潘毅、贾斌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机构知识库的高校科学数据管理模式研究 孙清玉 河海大学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新冠疫情下江苏“稳就业”对
策研究

纪兰 江苏海洋大学

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应
用研究

韩连权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