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 2019 年第二批课题结项项目汇总表

序

号
立项号 基地名称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等级 备注

1 19SSL062 江苏基本现代化研究基地 中美贸易摩擦对江苏的影响以及应对 马野青 优秀

2 19SSL063 江苏创新驱动研究基地 江苏创新驱动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与政策研究 梅姝娥 良好

3 19SSL064 江苏转型升级研究基地 苏南部分县（市、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研究 章寿荣 良好

4 19SSL065 江苏现代服务业研究基地 江苏推进省内全域一体化的路径研究 宣烨 优秀

5 19SSL066 江苏产业集群研究基地 江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研究 朱英明 良好

6 19SSL067 江苏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 中美贸易摩擦对江苏影响及应对 张二震 良好

7 19SSL068 江苏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 江苏自贸区建设经验借鉴与重要举措落地研究 韩剑 优秀

8 19SSL069 江苏企业国际化发展研究基地 “一带一路”框架下江苏高质量推进境外园区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 张阳 良好

9 19SSL070 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地 以苏北住房改造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 张忠启 合格

10 19SSL071 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提高城市群和都市圈竞争力的总体思路研究 葛怡 合格

11 19SSL072 江苏沿海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创新研究 陈洪全 合格

12 19SSL073 江苏城乡统筹规划研究基地 苏北高铁建设对江苏经济和区域板块的影响研究 韦胜 良好

13 19SSL074 江苏农业现代化研究基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江苏省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研究 何军 合格



14 19SSL075 江苏农业科技创新研究基地 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对策建议 汪翔 优秀

15 19SSL076 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大方向与问题研究 贺云翱 优秀

16 19SSL077 江苏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对

策研究
陈友华 良好

17 19SSL078 江苏法治建设研究基地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法律保障的具体路径研究 刘小冰 合格

18 19SSL079 江苏民生幸福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培育新消费增长极的政策路径与制度保障研究 顾欣 优秀

19 19SSL080 江苏绿色发展研究基地 推进苏南、苏北园区共建和飞地经济发展研究
罗小龙

顾宗倪
良好

20 19SSL081 江苏人才强省建设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加快建设地标性产业集群的思路研究 蔡翔 良好

21 19SSL082 江苏教育强省建设研究基地 建设现代化高教强省的路径探析 宋旭峰 良好

22 19SSL083 江苏职业教育研究基地 关于新时代长三角职教教师教育体系创新的研究 崔景贵 优秀

23 19SSL084 江苏党风廉政建设研究基地
以基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 ——现代化建设背景下苏南新型农村社

区治理模式与路径研究
郑宇 合格

24 19SSL085 江苏现代信息社会研究基地 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科技向产业转化促进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张志华 良好

25 19SSL086 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 培育面向全球的、竞争力强的江苏创新生态系统研究 马蕾 良好

26 19SSL087 江苏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江苏制造业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研究 杨志琴 优秀



27 19SSL088 江苏能源战略研究基地 江苏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制约与对策建议 姜国刚 优秀

28 19SSL089 江苏群众工作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对

策研究
苗成斌 优秀

29 19SSL090 江苏社会文明建设研究基地 当前乡村治理的伦理转向研究——基于江苏三地的实地调查 赵浩 良好

30 19SSL091 江苏创意经济研究基地 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研究 王菡薇 良好

31 19SSL092 江苏苏中发展研究基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苏中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政策协同研究 陈耀 合格

32 19SSL09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基地
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绿色信用体系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建设
宋青 优秀

33 19SSL094 江苏文化产业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培育文化消费新增长极的政策路径与制度保障研究 顾江 良好

34 19SSL095 江苏区域合作研究基地 江苏自贸实验区连云港片区建设路径研究 宣昌勇 合格

35 19SSL096 江苏苏南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探究 郑红玉 合格

36 19SSL097 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研究基地 建设绿色生态安全的现代化工产业体系 刘陈 优秀

37 19SSL098 江苏现代金融研究基地 江苏自贸区建设经验借鉴与重要举措落地研究 王俊 合格

38 19SSL099 江苏现代物流研究基地 枢纽经济视域下江苏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研究 姚冠新 优秀

39 19SSL100 江苏文旅融合与全域旅游研究基地 公共文化建设助推文旅融合发展的现状分析及其对策研究 方标军 优秀



40 19SSL101 江苏智慧城市研究基地 “十四五”时期江苏提高城市群和都市圈竞争力的总体思路研究 甄峰 合格

41 19SSL10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基地 江苏高质量跨江融合发展研究 徐光辉 良好

42 19SSL103 江苏老龄化社会研究基地 加快构建积极养老服务体系研究 王长青 优秀

43 19SSL104 江苏共享发展研究基地 生态视角下社会资本嵌入健康老龄化建设的模式研究 杨会良 良好

44 19SSL105
江苏长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

地
多主体协同共治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模式研究 张兵 良好

45 19SSL106
江苏长江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

地
江苏省新旧动能转换的绿色发展绩效研究 史安娜 合格

46 19SSL011 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地 推进苏北农村住房集中改善研究 沈山 良好

47 19SSL042 江苏基层组织建设研究基地 城市社区减负增效与治理体系重构研究 朱国云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