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高质量发展

综合考核专项课题拟立项项目（64 项） 

 

一、重点项目 6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20SKA-01 
江苏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综合考

核制度体系研究 
苏春海 江苏省教育工委 

20SKA-02 综合考核信息化建设研究 刘 陈 南京邮电大学 

20SKA-03 
基于需要特征的党政干部综合考

核全过程激励 
柏长岭 盐城市委组织部 

20SKA-04 综合考核大数据应用研究 许秋霜 
红锋数字科技 

（南京）有限公司 

20SKA-05 
江苏高质量发展考评的功能与价

值体系研究 
苗成斌 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院 

20SKA-06 
江苏省综合考核指标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研究 
秦晓蕾 南京师范大学 

 
二、一般项目 1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20SKB-01 无锡市综合考核信息化建设研究 崔荣国 无锡市委组织部 

20SKB-02 提升考核指标体系牵引性研究 刘宗尧 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 



20SKB-03 

高质量发展的个性化、差异化分类

考核研究——以江苏省省属本科高

校为例 

史国君 南京工程学院 

20SKB-04 
高等职业教育个性化、差异化分类

考核研究 
谢永华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本科） 

20SKB-05 推进个性化、差异化分类考核研究 王 飞 
南京市方正社会组织评

估与服务中心 

20SKB-06 
优化党建考核指标体系推动党建高

质量发展 
孙盘桧 中共建湖县委组织部 

20SKB-07 优化综合考核程序方法研究 朱晓云 中共连云港市委组织部 

20SKB-08 
推进和服务高质量发展平时考核研

究 
薛 松 镇江市委组织部 

20SKB-09 政府综合考核满意度评价机制研究 吴红星 无锡市统计局 

20SKB-10 
省级机关单位创新创优项目评审体

系研究 
周路路 东南大学 

20SKB-11 释放综合考核激励效应研究 黄四清 中共常州市委组织部 

20SKB-12 
审计监督促进释放综合考核激励效

应研究——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 
葛笑天 江苏省审计厅 

20SKB-13 责任传导“链接性”考核机制研究 凌 屹 
中共南通市委组织部

（南通市考核办） 

20SKB-14 
江苏地方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综合

考核绩效奖励方案研究 
陆伟刚 扬州大学 

20SKB-15 

现代治理能力培育与高校高质量发

展综合考核体系构建—指标、工具

与方法 

周玉玲 苏州大学 

 

三、立项不资助项目 43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20SKC-01 
建立科学完善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

核制度体系研究 
盛永祥 江苏科技大学 

20SKC-02 
建立科学完善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

估制度体系研究 
祝爱武 南京师范大学 

20SKC-03 
建立科学完善的城区高质量发展综

合考核制度体系研究 
郑天羽 

无锡市滨湖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20SKC-04 
基于“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教

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蓝辛娇 河海大学 

20SKC-05 
建立科学完善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

核制度体系研究 
陶 媛 徐州工程学院 

20SKC-06 
江苏政府现代治理能力提升及评价

研究 
聂卫东 金陵科技学院 

20SKC-07 
苏州推进高质量发展个性化、差异

化考核研究 
胡小君 苏州大学 

20SKC-08 
建立新时代领导干部个性化和差异

化分类考核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胥传广 盐城市统计局 

20SKC-09 

突出个性化管理加强精准化调控努

力发挥年度综合考核导向和激励作

用——以江苏省交通运输年度综合

考核为例 

金 凌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20SKC-10 
泰州推进个性化、差异化分类考核

研究 
曹宝林 泰州市社科联 

20SKC-11 推进个性化、差异化分类考核研究 宗 泽 中共江阴市委组织部 



20SKC-12 
江苏高校个性化、差异化分类考核

研究 
卢晓梅 南京工业大学 

20SKC-13 
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推进绩效考

核机制的构建 
王 娜 江苏海洋大学 

20SKC-14 
县（市、区）直部门差异化综合考

核指标体系研究 
蒋维兵 盐城市盐都区委组织部 

20SKC-15 

市属高校二级单位高质量发展考核

指标体系优化的个案研究－－以盐

城幼专为例 

姜统华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20SKC-16 
推进个性化、差异化目标管理与考

核研究 
尹轶帅 江南大学商学院 

20SKC-17 高质量发展评估方法研究 谢 斌 无锡市惠山区统计局 

20SKC-18 专利质量评估分级方法研究 刘 勤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

械化研究所 

20SKC-19 
以结果为导向优化高校党建考核指

标体系的研究 
陈大胜 南京林业大学 

20SKC-20 
党建网站影响力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 
关 琳 江苏警官学院 

20SKC-21 
以结果为导向优化党建考核指标体

系研究 
刘学忠 中共响水县委组织部 

20SKC-22 优化综合考核程序方法研究 李再胜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

务局 



20SKC-23 

优化高质量发展成效、党的建设高

质量成效考核与领导班子、领导干

部年度考核衔接机制研究 

赵子建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

学院 

20SKC-24 
简约高效的平时考核路径探索与思

考 
徐正余 中共建湖县委组织部 

20SKC-25 综合考核满意度评价机制研究 马太建 江苏省司法厅 

20SKC-26 综合考核满意度评价机制研究 
张戌凡 

周菲菲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20SKC-27 
综合考核激励机制优化研究——以

江苏省水利厅系统为例 
王冬生 江苏省水利厅 

20SKC-28 
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的激励机

制研究 
詹国辉 南京财经大学 

20SKC-29 巩固综合考核为基层减负实效研究 任明伟 徐州市考核办 

20SKC-30 
推动高素质专业化综合考核人才队

伍建设研究 
田 军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20SKC-31 综合考核信息化建设研究 高洪军 南通海门市委组织部 

20SKC-32 
江苏省政务信息化建设方向和考核

指标研究 
王 旭 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20SKC-33 
运用大数据完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

研究 
郭彦铮 南京邮电大学 

20SKC-3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面向综合考核的

大数据分析应用研究 
任 磊 南京审计大学 

20SKC-35 综合考核数据质量管理研究 徐建荣 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20SKC-36 
两中心一平台基层现代治理的考评

制度 
张沭宁 淮阴师范学院 

20SKC-37 综合考核信息管理平台建设研究 李 佳 
红锋数字科技（南京）

有限公司 

20SKC-38 高质量发展中考核满意度评价研究 保海燕 无锡市锡山区统计局 

20SKC-39 
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整合模型

构建 
白继恩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绩效管理部 

20SKC-40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教

学部门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魏 萍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0SKC-41 优化党建综合考核体系研究 李 丽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SKC-42 
设区市推进高质量发展满意度评价

探索与研究 
徐 龙 中共扬州市委组织部 

20SKC-43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高职院校综合

考核体系建设研究 
贾 斌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