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儒家美德与当代青年发展 著作 陈继红 南京大学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创新研究 著作 韩同友 淮阴师范学院

论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石 论文 方世南 苏州大学

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 论文 王岩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培根铸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凝练与传播认同

研究
著作 陈延斌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全三卷） 著作 孙建华 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 著作 王建华 南京大学

筑牢新时代坚强战斗堡垒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论文 胡敏强 南京师范大学

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

治理
著作 金太军 南京审计大学

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到核心：公共管理学科再认识 论文 孔繁斌 南京大学

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拟获奖成果公示

       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已经结束。经省评奖工作领导小
组会议审定，拟获奖成果749项，其中一等奖119项，二等奖300项，三等奖330项。根
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规定，现将拟获奖成果向社会公示，公
示时间为2020年11月17日至26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如有认为公示成果存在学术不端问题或弄虚作假问
题，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办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
须提供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我办将予以严格保
密），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通讯地址：南京市建邺路168号省社科联评奖办；邮编：210004；联系电话：025
－83353872。

                                                                                                               省社科评奖办公室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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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 著作 李里峰 南京大学

从乡村治理到乡村振兴：农村环境治理转型研究 著作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

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究 著作 李承贵 南京大学

伦理如何“回”乡村 著作 王露璐 南京师范大学

生存解释学研究 著作 梅景辉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著作 周嘉昕 南京大学

广雅疏证（点校本）（共两册） 著作 张其昀 扬州大学

经律异相校注（点校本）（共四册） 著作 董志翘 南京师范大学

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研究 著作 王宏 苏州大学

Common Phonology of the Chinese Dialects（汉语方言

共同音系）
著作 顾黔 南京大学

如皋话地图 著作 万久富 南通大学

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 论文 刘云虹 南京大学

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语篇和语用功能比较研究 著作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

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 著作 刘洪涛 江苏师范大学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 著作 汪介之 南京师范大学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共四卷） 著作 王守仁 南京大学

江南通志（点校本） 著作 程章灿 南京大学

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 著作 柳宏 扬州大学

中国文学思想史·先秦至北宋 著作 周群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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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 著作 徐永斌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 著作 江庆柏 南京师范大学

宫体诗的“自赎”与七言体的“自振”——文学史上的《

春江花月夜》
论文 张伯伟 南京大学

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上、下） 著作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画教育的现代转型 著作 顾平 南京艺术学院

炉香清逸：唐宋香炉设计研究 著作 魏洁 江南大学

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 著作 周宪 南京大学

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 著作 潘知常 南京大学

技术进步对新的艺术形态与门类生成的影响 论文 楚小庆
江苏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

音程循环向音列循环的扩展及其理论构建 论文 陈林 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1 著作 徐元勇 南京师范大学

西方艺术研究方法论 著作 郁火星 东南大学

中国竹笛演奏艺术的美学传统研究 著作 王晓俊 南京艺术学院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宋书（共八册） 著作 丁福林 盐城师范学院

苏州通史（共十六卷） 著作 王国平 苏州大学

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 著作 胡阿祥 南京大学

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全3卷 著作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共十四册） 著作 张生 南京大学

行政改革试验授权制度的法理分析 论文 杨登峰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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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社会组织治理 论文 张清 扬州大学

社会风险的刑法调控及其模式改造 论文 姜涛 南京师范大学

土地征收决定不是终裁行为——以行政复议法第30条

第2款为中心
论文 熊樟林 东南大学

中国法律文明 著作 张仁善 南京大学

认同、文化与地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

究
著作 范可 南京大学

生产控制的转换：消费社会与经济转型研究 著作 汪和建 南京大学

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新时代文化自信认同性生产机

制
著作 颜玉凡 河海大学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 著作 翟学伟 南京大学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究 著作 张鸿雁 南京大学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

2013）
论文 陈云松 南京大学

中华图像文化史（共二十六卷） 著作 韩丛耀 南京大学

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 著作 陈龙 苏州大学

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徽商为

中心
著作 秦宗财 扬州大学

应急响应情报体系：理论、技术与实践 著作 苏新宁 南京大学

书理学引论 著作 叶鹰 南京大学

数据驱动的知识服务体系与方法 著作 王曰芬 南京理工大学

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标准规范 著作 黄水清 南京农业大学

大学内部治理论 著作 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 论文 顾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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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回归本真：“教育与人”的哲学探索 著作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

嬗变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研究 著作 程永波 南京财经大学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研究 著作 冉云芳 苏州大学

重估高等教育改革 著作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叙事德育模式：理念及操作 著作 李西顺 苏州大学

国民审美素养：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资本 著作 易晓明 南京师范大学

教学的超越：教学意义的深度达成 著作 杨钦芬 江苏师范大学

The effect of contextual diversity on eye movements in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 （汉语句子阅读中情境多样

性效应的眼动研究）

论文 陈庆荣 南京师范大学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 著作 孙孔懿
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

复杂性视域中的教育政策运行研究：以高校资助政策

为例
著作 刘佳 扬州大学

自我的回归：大学教师自我认同的逻辑 著作 曹永国 苏州大学

从能力本位到素质本位：中职学生职业核心素养评价

及其标准体系建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方健华

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

运动干预对聋哑儿童执行功能及脑灰质体积的影响 论文 陈爱国 扬州大学

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使命与创新路径研究 论文 杨国庆 南京体育学院

均衡博弈：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生态竞争模式及其

实践
著作 史曙生 南京师范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运动训练研究范式探索 著作 杜长亮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美国次贷风险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研究 著作 裴平 南京大学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基于“河长制”

演进的研究
论文 沈坤荣 南京大学

新中国经济史论 著作 杨德才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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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异 著作 陈雯

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

国家规模、制度环境和外贸发展方式 著作 易先忠 南京审计大学

自然地理约束、土地利用规制与中国住房供给弹性 论文 刘修岩 东南大学

增加值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 论文 杨继军 南京财经大学

Affordable Care Encourages Healthy Liv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平价医保有助健康生活: 理论框架及来自中

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证支持）

论文 俞宁 南京审计大学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碳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和系统优化

研究
著作 张成 南京财经大学

大企业与中国经济 著作 史修松 淮阴工学院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绩效：基于三维产权安全视

角
著作 马贤磊 南京农业大学

Chinese Agriculture in the 1930s（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农业）
著作 胡浩 南京农业大学

企业所得税改革、公司行为及其经济后果 著作 王跃堂 南京大学

Conflict Resolution Using the Graph Model: Strategic

Interactions i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冲突分析

图模型：竞争与合作中的战略交互）

著作 徐海燕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中国管理情境的积极组织行为：理论与实践 著作 张宏如 常州大学

供应链模式创新：线上线下融合之路 著作 浦徐进 江南大学

Forecasting realized volat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A

dynamic model averaging approach （变化世界中的已

实现波动率预测：一种动态模型平均方法）

论文 王玉东 南京理工大学

新中国70年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知识图谱及

展望
论文 赵曙明 南京大学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改革政策与配套

措施研究
著作 欧名豪 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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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119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Impact of Shutdown Policy

in a Supply Chain with Market Disruption Risk in the

Social Media Era（社交媒体时代具有市场中断风险的

供应链信息共享与关闭策略研究）

论文 王要玉 苏州大学

Modern Emergency Management（现代应急管理） 著作 曹杰 徐州工程学院

区域碳配额分配和中国碳市场研究 著作 董锋 中国矿业大学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论 著作 陈志红 南京大学

A novel multiscale nonlinear ensemble leaning paradigm

for carbon price forecasting（碳市场价格多尺度非线性

集成学习预测新方法）

论文 朱帮助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共享经济平台体系的价值实现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

报告
叶美兰 南京邮电大学

借鉴京沪津粤经验 完善江苏总部经济政策的建议
研究

报告
丁宏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江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与关键举措
研究

报告
沈正平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海洋经济比较启示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

报告
谈镇 江苏科技大学

关于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的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王秦

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

新形势下全面提升江苏应急管理能力研究——基于全

省13市实证调查研究

研究

报告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

遵循规律 保持定力 精准施策    科学稳妥解决好“化工

围江”问题

研究

报告
叶绍芳 江苏省委办公厅

中华经典悦读丛书（共十三册）
普及

成果
王月清 南京大学

莫砺锋讲唐诗课
普及

成果
莫砺锋 南京大学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
普及

成果
李文才 扬州大学

“戴庄经验”及其可推广性研究
研究

报告
潘法强 镇江市委宣传部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著作 曹志君 南京市博物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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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唯物史观理论演进的研究范式 论文 曹典顺 江苏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理解与阐释 著作 王金玉 南京林业大学

列宁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当代意义 论文 周建超 扬州大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 论文 唐正东 南京大学

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及其文化秩序建构 论文 邓海林 江苏省委宣传部

“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探究 论文 赵欢春 南京审计大学

危机的宿命：奥康纳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研究 著作 何畏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

究
著作 张明 南京大学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三卷，十月革命至20世

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
著作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

全面从严治党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著作 桑学成 江苏省委党校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教

育机制研究
著作 佘远富 扬州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启拓教学”研究 著作 徐玉生 江南大学

机制与形态：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研究 著作 曹明 盐城师范学院

铁人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铁人精神十讲 著作 刘晓华 常州大学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同属性

论
论文 蒋艳 南京体育学院

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 著作 徐芹 南京师范大学

当代西方转型正义话语批判 论文 亓光 中国矿业大学

地方干部的民主价值观:类型与结构特征——对1456

个地方干部的问卷分析
论文 肖唐镖 南京大学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认同论析 论文 许开轶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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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我国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及收益共享机制研究 著作 石晓平 南京农业大学

乡镇政府组织结构变革研究 著作 曾维和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休谟的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著作 徐志国 南京理工大学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公共管理变革 论文 张海波 南京大学

中国网络地理信息安全的政策研究 著作 赵晖 南京师范大学

辩护的政治：罗尔斯公共辩护思想研究 著作 陈肖生 南京大学

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逻辑与善治路径 著作 陈辉 南京师范大学

论当代中国警政范式之嬗变与重构 著作 胡建刚
南京森林警察学

院

机会平等、制度绩效与统筹城乡医保 著作 顾海 南京大学

唐宋道教的转型 著作 孙亦平 南京大学

哲学与“空间转向”——通往地方生产的知识 论文 胡大平 南京大学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论文 洪修平 南京大学

诸伦理学理论体系协同与互补的研究 论文 彭怀祖 南通大学

确证难题的逻辑研究 著作 顿新国 南京大学

现代社会与道德批判 著作 李志祥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1889-1938 著作 徐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近思录集解（点校本） 著作 程水龙 苏州大学

《本草纲目》药理学的哲学渊源 论文 程雅君 苏州大学

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 著作 曹顺仙 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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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肩水金关汉简字形编 著作 黄艳萍 江南大学

儿童语言障碍与习得研究 著作 梁丹丹 南京师范大学

外语磨蚀的回归性研究 著作 倪传斌 南京师范大学

汉语递系结构发展演变史 著作 张颖炜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汉语复合词认知、习得及其神经基础 著作 顾介鑫 江苏师范大学

和合翻译学 著作 吴志杰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中欧三国：国家转型、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生存 著作 何山华 扬州大学

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 著作 程少轩 南京大学

当代俄汉新词语词典 著作 程家钧 苏州大学

社会性别定型的俄汉语用对比研究 著作 周民权 苏州大学

复综语：形态复杂的极端 著作 马清华 南京大学

理解与评价应用语言学实验研究 著作 鲍贵 南京工业大学

唐代公文词语专题研究 著作 张福通 南京大学

功能——类型学视角下无标记受事前置句研究 著作 刘顺 南京审计大学

副词“还”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 论文 徐以中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网络欺凌现象与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法律预防 论文 陈美华 东南大学

汉语轻动词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 著作 封世文 南通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与接受的障碍及其原因探析 论文 许多 南京师范大学

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著作 林敏洁 南京师范大学

第 10 页，共 43 页



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南京古代文化变迁与文学演进 著作 高峰 南京师范大学

评话小说通论 著作 董国炎 扬州大学

紫琅楚辞学研究丛书（共三册） 著作 周建忠 南通大学

中州集校注（共八册） 著作 张静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第三维度：平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小说 著作 刘志权 南京师范大学

现代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 著作 史修永 中国矿业大学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共两册） 著作 卞东波 南京大学

“文以载道”再评价——作为一个“文论原型”的结构分

析
论文 刘锋杰 苏州大学

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 著作 陈洪 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 著作 汪正龙 南京大学

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 著作 程杰 南京师范大学

南宋中兴诗坛研究 著作 曾维刚 苏州大学

历代赋汇：校订本（共十二册） 著作 许结 南京大学

当代苏格兰小说研究 著作 吕洪灵 南京师范大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 论文 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

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 著作 李徽昭 江苏理工学院

论“有意”与“无意” 及其美学史意义 论文 陈军 扬州大学

元代书法家群体与复古观念研究 著作 程渤 淮阴工学院

当代书法论丛（共十二册） 著作 言恭达
江苏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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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民俗之雅：汉画像中的民俗研究 著作 朱存明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墓室壁画史论 著作 汪小洋 东南大学

渐行渐近：“苏州文艺三朵花”传承与发展调查研究 著作 金红 苏州科技大学

徐渭书法研究（上、下） 著作 贾砚农 淮阴师范学院

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哈尼族 著作 王强 江南大学

字趣未央 著作 陈原川 江南大学

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 著作 周计武 南京大学

中国传统艺术意境理论发展脉络分析 论文 徐子涵 南京邮电大学

周汉音乐转型实证解析 著作 朱国伟 中国矿业大学

设计驱动创新发展的国际现状和趋势研究 著作 何晓佑 南京艺术学院

冯小青戏曲八种校注 著作 王宁 苏州大学

羌族释比法器风格研究 著作 张犇 南京师范大学

凝视与审思：戏剧与影视艺术论稿 著作 贾冀川 南京师范大学

塑造趣味：晚明以西湖为中心的文人艺术生活研究 著作 李晓愚 南京大学

中国重大建设项目的问题与出路——基于美学的视角 论文 季欣 东南大学

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 著作 童强 南京大学

中国艺术史料学 著作 尹文 东南大学

本真与转换：影视文体论 著作 王晖 南京师范大学

日本环境设计史（上、下） 著作 许浩 南京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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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中国家电设计三十年历史、特征及思考：1949-1979 著作 周敏宁 江南大学

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健康设计思维方法及理论构建 著作 邓嵘 江南大学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中间路径” 论文 于文杰 南京大学

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 著作 裴安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古士人流迁与南北文化传播 著作 王永平 扬州大学

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 著作 王卫平 苏州大学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 著作 李恭忠 南京大学

《鸟粪岛法》与美国海洋领土的扩张 论文 郑安光 南京大学

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与类型

分析
论文 王涛 南京大学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以敦煌、新

疆出土汉藏文献为中心
著作 陆离 南京师范大学

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 论文 梁晨 南京大学

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 论文 张进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2014）（共六卷） 著作 池子华 苏州大学

中国地权制度的反思与变革 著作 程雪阳 苏州大学

贪污贿赂犯罪研究（上、下） 著作 孙国祥 南京大学

一致性解释原则在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的适用 论文 彭岳 南京大学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法理研究 著作 高志宏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责任清单编制规则的法治逻辑 论文 刘启川 东南大学

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证明责任 论文 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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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农民权利发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时代命

题
著作 刘同君 江苏大学

“三权分置”视域下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制度之构建 论文 焦富民 淮阴师范学院

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1983-2012 论文 宋亚辉 南京大学

水下文化遗产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孙雯 南京大学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 著作 王克稳 苏州大学

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 论文 成伯清 南京大学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演变趋势、特征及对策 著作 朱力 南京大学

水库工程农村移民城镇化安置研究 著作 施国庆 河海大学

Self-perceived uselessnes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中国老年人自我无用感相关因素

研究)

论文 赵媛 南京师范大学

汉族民间服饰文化 著作 梁惠娥 江南大学

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 著作 李敢 南京邮电大学

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论文 邓燕华 南京大学

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 著作 李军全 扬州大学

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理论 著作 邹农俭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木丰中学“控辍保学”的个案研

究
著作 沈洪成 河海大学

消费文化：文化现代性与消费主义 著作 扈海鹂 江苏省委党校

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张家港永联村调查 著作 高峰 苏州大学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基于

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郭未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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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著作 郑欣 南京大学

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 著作 胡正强 南京师范大学

美国传播思想史 著作 胡翼青 南京大学

有闻必录：一个中国新闻口号的兴衰 著作 操瑞青 南京师范大学

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 著作 潘祥辉 南京大学

新媒体环境下隐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陈堂发 南京大学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 著作 刘继忠 南京师范大学

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著作 朱丽丽 南京大学

互联网群体协作理论与应用研究 著作 朱庆华 南京大学

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 论文 叶继元 南京大学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测度机制研究 著作 郑建明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丛书（共五册） 著作 张志强 南京大学

清代新疆政务丛书（共六册） 著作 郭院林 扬州大学

面向知识挖掘的平行句法语料库构建研究 著作 王东波 南京农业大学

毛诗传笺（点校本） 著作 孔祥军 扬州大学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书籍 著作 徐雁 南京大学

图书馆视角下的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 著作 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

语义网与数字图书馆 著作 欧石燕 南京大学

建构有中国气象的教育哲学 论文 高伟 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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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情境教育促进儿童创造力发展：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著作 王灿明 南通大学

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论文 陈鹏 江苏师范大学

数学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著作 喻平 南京师范大学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研究 著作 刘志民 南京农业大学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与改革思路 论文 虞永平 南京师范大学

弗洛伊德主义新论：三卷本 著作 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

农村学校教育现代化：价值取向与过程设计 著作 戴斌荣 盐城师范学院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上、下） 著作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

语篇阅读教学论 著作 贡如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近代中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1895-1936 著作 翟楠 扬州大学

学校教育环境中学生安全感的寻求与自我发展 著作 张权力 盐城师范学院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素质结构及评价 著作 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

论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构与重构 ——基于学术权

力独立性与统整性的考量
论文 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我国大学学院组织制度变迁研究 著作 胡仁东 江苏师范大学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与评价体系建构研究 著作 杨建新
无锡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

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与国家监管：基于举办者的视角 著作 王一涛 苏州大学

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深层学习及其影响机制的比较

研究——基于中美八所大学SERU调查的实证分析
论文 吕林海 南京大学

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史：1917-1949 著作 杨冰 南京晓庄学院

多级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品供给：“省直管县”改革与农

村义务教育
著作 宗晓华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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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风险社会的道德教育 著作 章乐 南京师范大学

从相互依赖到协同认知：信息化环境下的协作学习研

究
著作 马志强 江南大学

层序社会中的师者：传统教师社会身份研究 著作 张伟 江苏师范大学

知识生产模式Ⅱ方兴未艾：建设一流大学切勿错失良

机
论文 龚放 南京大学

民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撷要 论文 王运来 南京大学

农民工教育培训收益研究 著作 崔玉平 苏州大学

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 论文 余秀兰 南京大学

如何对待教育政策的内在性缺陷 论文 邵泽斌 南京师范大学

反思与重构：走向倾听教学 著作 周杰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何以关涉人的尊严 论文 胡友志 南京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学习资源建设与发展 著作 杨现民 江苏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的空间思维——伦理空间视角下的道德教育 论文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学校德育与班主任专业成长 著作 齐学红 南京师范大学

“多元交互式”教学评价 著作 朱雪梅 南京师范大学

应用型高校的未来 著作 孙爱武 淮阴工学院

ICF视野下我国高校运动康复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思

考
论文 王国祥 苏州大学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卷 著作 李平 徐州工程学院

体育旅游要素分析及其高质量发展研究 著作 戴俊 盐城师范学院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戴俭慧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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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馆资源开发研究 著作 叶小瑜 南京体育学院

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及其对健康中国的启示 论文 彭国强 南京体育学院

武术文化空间论绎 著作 吉灿忠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理论与实践 著作 朱传耿 南京体育学院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建立的原则、基础与思路 论文 陶玉流 苏州大学

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绩效评价研究 著作 朱菊芳 南京师范大学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论文 朱军 南京财经大学

国家治理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与实现路径 著作 王会金 南京审计大学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变迁、绩效与创新 著作 高波 南京大学

国际产能合作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著作 吴福象 南京大学

我国企业外部导向的知识资本报告研究 著作 董必荣 南京审计大学

新农保与农地转出：制度性养老能替代土地养老吗？

——基于家庭人口结构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论文 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

China’s Closed Pyramidal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中国金字塔式的内部经理

人市场与股价崩盘风险）

论文 陈冬华 南京大学

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失衡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实

际强度与最适强度偏离度的视角
论文 唐保庆 南京财经大学

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中国外贸增速变化机理及对

策研究
著作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

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 论文 骆永民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

—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
论文 余泳泽 南京财经大学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著作 高彦彦 东南大学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

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论文 夏后学 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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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关税恐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与中国企业的市场进入）

论文 孟宁 南京大学

南京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2017 著作 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

Life-cycle carbon budget of China's harvested wood

products in 1900-2015（中国林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收支

核算与评估（1900–2015））

论文 杨红强 南京林业大学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于苏、

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

实证分析

论文 冀县卿 南京审计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 著作 徐君 江苏师范大学

自由贸易协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中的规则之争 论文 冯帆 南京大学

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来自公司高管减持期间

的证据
论文 易志高 南京师范大学

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著作 赵锦春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创新机制与绩效研究 著作 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

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研究 著作 朱英明 南京理工大学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论文 卢亚娟 徐州医科大学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融资融券分布扩

容的自然实验
论文 权小锋 苏州大学

媒体不实报道的长期价值毁损效应研究——基于中联

重科的案例分析
论文 姚文韵 南京财经大学

关系网络扩展与农业交易治理机制创新：湘鄂三县葡

萄种植业的比较案例研究
著作 徐振宇 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理论研究：审计主题视角 著作 郑石桥 南京审计大学

水资源协商管理与决策 著作 王慧敏 河海大学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队到学

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
论文 贾良定 南京大学

信息系统应用能力与企业竞争力 著作 仲伟俊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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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组织中的跨边界学习研究 著作 吴价宝 江苏海洋大学

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动机、行为及引导政策 著作 龙如银 中国矿业大学

供应链企业信任的演化分析与实证研究 著作 石岿然 南京审计大学

性别差异与大学生初次就业 著作 荆晅 南京邮电大学

创新场论：从系统性到复杂性 著作 赵佳宝 南京大学

HR三支柱转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逻辑 著作 张正堂 南京大学

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的补贴政策设计研究 著作 张慧明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互联网时代企业跨界颠覆式创新的逻辑 论文 张骁 南京大学

Can self-sacrificial leadership promote subordinate taking

charg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isk aversion

（自我牺牲型领导能促进下属的变革担当吗？组织认

同的中介作用与风险厌恶的调节作用）

论文 李锐 苏州大学

P2P网络借贷研究进展及中国问题研究展望 论文 冯博 苏州大学

Epidemic-logistics Model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Operations Research（疫情物流建模：运筹学的新视

角）

著作 刘明 南京理工大学

Contributions to sector-level carbon intensity change: An

integrated decomposition approach (部门碳强度变动的

溯源：基于综合分解方法)

论文 王群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中国能源效率回弹效应研究 著作 查冬兰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共生演化理论 著作 张智光 南京林业大学

公平与效率：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 著作 赵林度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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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MTs’ overseas experienc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高

管团队海外经验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研

发战略决策的中介效应）

论文 杨林 南京财经大学

行为决策理论：建模与分析 著作 肖条军 南京大学

Optimal production, replenishment, delivery, routing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products with

perishable inventory（库存易腐产品的最佳生产、补货

、交付、路径选择和库存管理策略研究）

论文 邱玉琢 南京财经大学

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现代化路径 著作 王建华 江南大学

中国企业环境治理的价值逻辑：边界、情感与行为 著作 芦慧 中国矿业大学

新时代工匠型产业工人培养研究 著作 朱永跃 江苏大学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研究 著作 李程骅 群众杂志社

Unraveling the Alignment Paradox： How Does

Business——IT Alignment Shape Organizational

Agility?（揭示匹配悖论：信息技术匹配如何塑造组织

敏捷性？）

论文 王念新 江苏科技大学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搜索与企业竞争优势 论文 吴松强 南京工业大学

我国食品安全指数的编制理论与应用研究——以国家

食品抽检数据为例
论文 李太平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
研究

报告
樊和平 东南大学

改革发展前沿问题观察与思考
研究

报告
沈和

江苏省政府研究

室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和中国关系的影响
研究

报告
朱锋 南京大学

江苏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研究

报告
徐盈之 东南大学

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的建议
研究

报告
费坚 扬州大学

江苏“科技镇长团”制度创新与实践调查研究
研究

报告
徐军海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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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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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报告
时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江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路径优化及机制研究
研究

报告
浦正宁 东南大学

加快推进师专升本 构建我省小幼教师培养新体系
研究

报告
潘健

南通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中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武进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研究

报告
吴群 南京农业大学

森林法修改专家建议报告
研究

报告
张红霄 南京林业大学

连霍携手打造标杆示范项目，着力提升陆海联运通道

功能

研究

报告
宣昌勇 江苏海洋大学

资本风口下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问题研究
研究

报告
王海英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省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成效评

估

研究

报告
王淑芬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

江苏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研究

报告
王志忠

江苏省政府办公

厅

“舌尖上”的安全：从田间到餐桌的风险治理
研究

报告
吴林海 江南大学

培养“扎根型村书记”  推进江苏乡村振兴
研究

报告
胡志军 江苏省委党校

深圳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启示
研究

报告
陈红喜 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创新名城建设的战略路径研究
研究

报告
韩子睿

江苏省科学技术

发展战略研究院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标准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

报告
关永健

江苏省对口支援

新疆克州前方指

挥部

聚焦两个“一体化” 助推江苏港口群高质量崛起
研究

报告
陈为忠 南通大学

推进江苏开放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华桂宏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专利分析及培育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王亚利

江苏省专利信息

服务中心（江苏

省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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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谢玉梅 江南大学

充分发挥战略科技人才在我省聚力创新推进高质量发

展中作用的建议

研究

报告
戚湧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
普及

成果
巢乃鹏 南京大学

史通：节选
普及

成果
王嘉川 扬州大学

理解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核心著作导读
普及

成果
张亮 南京大学

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
普及

成果
庄若江 江南大学

秦峄山刻石
普及

成果
仇高驰 南京财经大学

城市的自觉
普及

成果
姚远 南京大学

宋词三百首
普及

成果
朱德慈 扬州大学

遇见无锡：汉、英
普及

成果
葛旭超 无锡广播电视台

应用型大学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论文 曹雨平 常州工学院

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 著作 陈爱民 南京晓庄学院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说起 论文 秦林芳 南京晓庄学院

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吗？——兼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论文 王华华 无锡市委党校

片云出岫 著作 刘照建

徐州博物馆（徐

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

江苏沛县：创新垃圾分类处置“六化”新模式
研究

报告
魏垂敬

沛县人民政府督

查室

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研

究
著作 陈奎庆 徐州工程学院

常州史稿 著作 臧秀娟
常州市地方志办

公室

苏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总结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

究

研究

报告
陈楚九 苏州太湖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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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30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大明苏州：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 著作 柯继承
苏州唐文治国学

研究会

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对比研

究
著作 邱磊

南通市通州区金

沙中学

人性自由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袁晓妹 南通市委党校

戴铜与幸福教育 著作 戴铜
江苏省淮安市教

育局

农村初中生阅读教育研究：基于阅读关怀视角 著作 马群仁
盐城市教师发展

中心

天义•衡报（点校本）（上、下） 著作 万仕国
仪征市历史研究

会

列宁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论争研究 著作 仇文利 扬州市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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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问题承接与范式转换：从鲍德里亚看西方后马克思主

义
著作 张天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著作 侯勇 江南大学

高校资助育人研究 著作 胡元林 淮阴师范学院

我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 著作 李前进 南京师范大学

亚当·沙夫的“马克思人道观”研究 著作 王燕 南京师范大学

政治生态建设的中国语境与逻辑理路 论文 陈朋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历史的深处与新时代走向：道德榜样论 著作 孙泊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悖论 论文 胡立法 扬州大学

马克思经济伦理方法论及其当代思考 论文 邢盘洲 江苏警官学院

“立德树人”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方略 论文 戴锐 河海大学

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知识结构要素与实践功能 著作 杨守明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时代价值 论文 展伟 淮阴师范学院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的四重维度论析 论文 岳爱武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风险的特点、成因及其治理 论文 蒋明敏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国家监察学原理 著作 李晓明 苏州大学

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精神 著作 王锋 中国矿业大学

公共政策负排斥及其治理研究 著作 钟裕民 南京师范大学

“项目进村”乡镇政府选择性供给的后果及其矫正 论文 曹海林 河海大学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 著作 刘晓峰 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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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有效治理 著作 臧乃康 南通大学

以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困境辨识、行动框架

与实现路径
论文 王金水 江苏省委党校

国际责任：一种新“文明标准”？ 论文 毛维准 南京大学

基于社会治理与征地制度协同创新的征地冲突化解研

究
著作 祝天智 江苏师范大学

共同善的镜像叙事：公共利益的西方政治哲学考量 著作 张方华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 著作 夏保华 东南大学

正义的排放：全球气候治理的道德基础研究 著作 陈俊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实践：以民国南京为中心

（1912-1949）
著作 邵佳德 南京大学

中国建筑美学史 著作 王耘 苏州大学

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

与超越
论文 高广旭 东南大学

他者伦理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著作 吴先伍 南京师范大学

居维叶及灾变论 著作 张之沧 南京师范大学

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

的重要坐标
论文 李乾坤 南京大学

苏北方言语音研究 著作 冯青青 盐城师范学院

五代墓志词汇研究 著作 周阿根 南京林业大学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 著作 张德福 江苏理工学院

皖南方言中的“着”“了”交替现象 论文 王健 常熟理工学院

（译著）尤金·奥尼尔：四幕人生 著作 许诗焱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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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How referential uncertainty is modulated by conjuctions:

ERP evidence from advanced Chinese-English L2

learners and English L1 speakers(指代歧义如何受连词

类型的影响？——基于高水平汉-英双语者和英语母

语者的脑电研究）

论文 徐晓东 南京师范大学

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语言羡余现象研究 著作 李杰 南通大学

语料库翻译文体学 著作 任晓霏 江苏大学

互文性：《三国演义》多个英译本研究 著作 彭文青 苏州大学

日语行为要求话语策略研究：基于日语母语者与中国

人日语学习者的比较
著作 孙杨 扬州大学

汉语动量范畴的历时研究 著作 于立昌 江苏师范大学

宣州吴语浊音声母的声学实验研究——以苏皖交界地

区方言为例
论文 侯超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译著）福柯 著作 王育平 南京理工大学

外交话语隐喻认知叙事研究 著作 张立新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英语复句认知机制与路径研究：入场理论视角 著作 吴吉东 南京工业大学

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上、下） 著作 温潘亚 南京财经大学

尺牍友声集（点校本） 著作 王定勇 扬州大学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论文 朱志远 扬州大学

生态女性主义 著作 韦清琦 南京师范大学

化古为新：唐宋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 著作 钱锡生 苏州大学

“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兼

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的复合互渗
论文 刘俊 南京大学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 著作 赵兴勤 江苏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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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论文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

藏书纪事诗研究 著作 周生杰 苏州大学

精神生态与散文演变：1976-2010 著作 周红莉 常熟理工学院

清代文话研究 著作 蔡德龙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研究 著作 焦亚东 淮阴师范学院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 著作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

美在民间：中国民间审美文化论纲 著作 徐国源 苏州大学

《礼记》版本研究 著作 王锷 南京师范大学

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研究 著作 张俊翔 南京大学

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 著作 朱琪 南京晓庄学院

古今同名乐器考（系列论文） 论文 刘文荣 南京艺术学院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 著作 朱蓉 江南大学

扇子的故事：中国传统造物的礼仪与审美 著作 杨祥民 南京邮电大学

是欣赏艺术，还是欣赏语境？——当代艺术的语境化

倾向及反思
论文 卢文超 东南大学

中国绘画思想史 著作 许祖良 江苏省美学学会

跨学科视域中的当代艺术理论 著作 李健 南京大学

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 著作 王倩 扬州大学

阅读傅抱石 著作 万新华 南京博物院

中国神树图像研究 著作 刘芊
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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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窥视与赏玩：闵刻本《会真图》图绘之变革及其扩展

性特征
论文 韩鹏

南京传媒学院

（原中国传媒大

学南广学院）

大漆王朝：汉代漆艺文化研究 著作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

当代书法维度 著作 董水荣
江苏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

乐理与文化 著作 施咏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设计理论辑要 著作 郭廉夫
江苏凤凰美术出

版社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画家中西方知名度比较研究 论文 甘锋 东南大学

艺术文化与艺术创造：抚云斋艺术论评集 著作 邱世鸿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视听艺术空间的数字化重构 著作 魏佳 南京艺术学院

史实的构建：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 论文 马俊亚 南京大学

英国议会圈地与民众的抵抗逻辑 论文 倪正春 南京师范大学

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著作 于薇 东南大学

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著作 李德楠 淮阴师范学院

革命与司法：17世纪英国普通法法院的独立 论文 邵政达 江苏师范大学

唐宪宗传 著作 李天石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 著作 顾建国 淮阴师范学院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论文 王睿恒 南京大学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论文 严海建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利益法律化研究 著作 倪斐 南京师范大学

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论文
欧阳本

祺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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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法治绩效研究 著作 刘爱龙 南京审计大学

民生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 著作 龚向和 东南大学

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建构 论文 李中原 苏州大学

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吸引机制 论文 单勇 南京大学

中国宪法序言研究 著作 陈玉山 扬州大学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之探讨 论文 于立深 东南大学

“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的影响因素与判断规则 论文 庄绪龙 苏州大学

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参照 论文 吕炳斌 南京大学

工厂规训：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著作 张春龙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策略及其社会实践——兼论中国

的可能与未来
论文 李俏 江南大学

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 著作 郑作彧 南京大学

社会矛盾视域下群体情绪研究 著作 朱志玲 江苏警官学院

多元的星球：中外食品文化比较研究 著作 肖向东 江南大学

城市化背后：不同视角下的城市贫困人口分析 著作 朱晓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6 著作 黄健元 河海大学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 论文 吴愈晓 南京大学

中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 著作 陈伟 南京理工大学

家庭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论文 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家庭迁移决策及其社会效应研究 著作 崇维祥 江苏省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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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的社会场景变迁 著作 张戌凡 南京师范大学

自己人还是自家人？——一项关系传播的本土研究 论文 张杰 河海大学

数字边际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和社会认同 著作 袁潇 南京邮电大学

媒介·权力·性别：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与性别平

等
著作 王蕾 南京大学

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支持研究 论文 庄曦 南京师范大学

五四运动在乡村：传播、动员与民族主义 论文 卞冬磊 南京大学

无感伤害：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新特点 论文 顾理平 南京师范大学

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 著作 赵宣 扬州大学

MOOC与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研究 著作 杨海平 南京大学

明清江苏藏书家刻书成就和特征研究 著作 王桂平 南京师范大学

非洲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资料汇编（共六卷） 著作 张振克 南京大学

中国跨系统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发展实证研究 著作 赵乃瑄 南京工业大学

한국초사문헌총서（韩国楚辞文献丛书）（全四册） 著作 贾捷 南通大学

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构建研究 论文 周毅 苏州大学

论新时代档案工作的主要矛盾 论文 吴建华 南京大学

Motivation but not valence modulates neuroticism-

dependent cingulate cortex and insula activity（调节神

经质个体扣带回和脑岛活动的是动机而非效价）

论文 周仁来 南京大学

当代西方教育成层理论的身心转向及其启示 论文 张济洲 南京晓庄学院

学科发展视野中的大学学术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著作 李峻 南京邮电大学

第 31 页，共 43 页



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on Pre-service Science

Teachers’ Views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中国职前科

学教师科学本质观的文化影响）

论文 万东升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初中数学教学改革GX实验的研究：我国减负提质教

改实验的探索
著作 徐建星 扬州大学

日本新教育运动的一面旗帜：成城小学发展研究 著作 李伟 南通大学

美国”府学关系“问题研究：以权力边界为切入点 著作 黄建伟 南京财经大学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parental attachment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academic burnout in adolescents following the Yancheng

tornado（盐城风灾后青少年亲子依恋与创伤后应激障

碍、学业倦怠的关系：正念的中介作用）

论文 安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日本大学办学个性化研究 著作 李昕 东南大学

In search of the 'Aha!' experience: Elucidating the

emotionality of insight problem-solving（寻找啊哈体

验：阐明顿悟问题解决中的情绪性）

论文 沈汪兵 河海大学

论教学习惯 著作 王彦明
江苏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

近代中国中小学教员资格检定制度研究 著作 申卫革 扬州大学

“美德导向”的根源与前途：“中国学习者悖论”再考查 论文 张红霞 南京大学

尼采的生命教育观 著作 程从柱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高职教师知识结构的培训项目体系设计 论文 聂伟进 江苏理工学院

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理论与实践 著作 徐东波 南京农业大学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著作 金久仁 南京邮电大学

从严惩到调解：校园欺凌干预取向的演变及趋势 论文 顾彬彬 南通大学

走向“整全人”的价值教育——兼论道德情感与价值的

统一关系
论文 王平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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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Interaction pattern analysis in cMOOCs based on the

connectivist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framework （基

于联通主义学习教学交互和认知参与模型的cMOOCs

教学交互模式和方式分析研究）

论文 王志军 江南大学

语文美育学 著作 徐林祥 扬州大学

学前儿童基于物体重量归纳推理的发展：中美跨文化

比较
论文 王志丹 江苏师范大学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若干问题 论文 袁靖宇
江苏省教育考试

院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本科人才

培养研究
著作 张世义 扬州大学

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政府角色研究 著作 史华楠 扬州大学

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测度方法及推进策略研究 著作 熊筱燕 南京师范大学

“非学校化”教育40年：从改革理想到教育实践 论文 王佳佳 江苏大学

研究生培养研究丛书（共六册） 著作 殷翔文
江苏省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学会

教育硕士培养体系创新研究 著作 曹如军 淮阴师范学院

新形势下大型体育赛事角色定位与功能调适研究 论文 邹月辉 南通大学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审思 论文 潘凌云 江南大学

高水平女子足球比赛运动员体能表现、需求及训练体

系构建
著作 部义峰 江苏师范大学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全面健康影响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高亮 南京体育学院

苏南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调查研究 著作 徐勤儿 常州大学

Effectiveness of a community-based exercise program on

balance performance and fear of falling in older

nonfallers at risk for fallin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针对性运动锻炼对改善社区跌倒高风险老年人

群的平衡能力及惧怕跌倒心境之有效性研究：一项随

机对照研究）

论文 赵亚楠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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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运动兴趣的研究取向 论文 傅建 扬州大学

我国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研究 著作 黄美蓉 中国矿业大学

归化运动员国际赛事参赛资格法律问题研究 论文 张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化旅游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与对策 著作 侯兵 扬州大学

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进的区

域投入产出模型
论文 黎峰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城市偏向与工资差距（Urban bias and wage

inequality）
论文 皮建才 南京大学

Institutional 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制度质量、绿色创新与能源效率）
论文 孙华平 江苏大学

碳峰值、碳市场和低碳新经济：江苏低碳发展路径之

探索
著作 赖力

江苏省战略与发

展研究中心（江

苏省信息中心）

Is a Big Entrant a Threat to Incumbents? The Role of

Demand Substitutability in Competition among the Big

and the Small（大企业进入者对于在位企业产生威胁

吗？需求可替代性在大小企业竞争中的作用）

论文 潘丽君 南京大学

政府经济学新论：第1卷：基础理论研究 著作 袁志田 江苏省委党校

农户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 著作 刘丹 南京农业大学

Labor Transfer in Emerging Economies---A Perspective

from China’s Reality to Theories（新兴国家的劳动力转

移——从中国的实际到理论研究）

著作 李晓春 南京大学

Does central supervision enhance local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中央监督是否加强地方环境执法？来自中国的准实

验证据）

论文 张炳 南京大学

Testing Asset Dynamics for Poverty Traps in Rural China

（资产动态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陷阱研究）
论文 周力 南京农业大学

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研究 著作 李宁 南京财经大学

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研究 著作 肖侠 江苏海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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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论文 韩峰 南京审计大学

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研究（1983-2018） 著作 江世银 南京审计大学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东中西部地

区差距的形成和缩小
论文 刘智勇 南京审计大学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

代财政工具选择
论文 卞志村 南京财经大学

高质发展的动力解构：以江苏为例 著作 李子联 江苏师范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三角地区的探索和实践 著作 黄繁华 南京大学

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合同

法》的作用
论文 沈永建 南京财经大学

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 论文 杨飞 南京审计大学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 论文 韩中 南京财经大学

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研究 著作 钱东平
江苏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生产率增长：来自铁路大提速的

证据
论文 施震凯 江南大学

中国森林旅游论 著作 聂影 金陵科技学院

数据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研究 著作 陈曦 南京大学

Multifractal Detrended Analysis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多重分形去趋势分析

方法及其在金融市场中的运用）

著作 曹广喜
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滨江学院

基于资源拼凑的社会创业企业成长机制 著作 彭伟 常州大学

Contracts and Coordination: Supply Chains with

Uncertain Demand and Supply（契约与协调：供需不

确定下的供应链）

论文 何勇 东南大学

The Ecosystem of Software Platform: A Study of

Asymmetric Cross-side Network Effects and Platform

Governance（软件平台生态系统：跨边网络效应不对

称性和平台治理研究）

论文 宋培建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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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煤炭价格波动机理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著作 丁志华 中国矿业大学

Managing Retail Shelf and Backroom Inventories when

Demand Depends on the Shelf-Stock Level（需求与货

架库存相关时货架库存与仓库库存的管理研究）

论文 薛巍立 东南大学

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for

supply chains based on combined contracts（契约组合影

响下供应链竞争绩效的计算实验研究）

论文 孟庆峰 江苏大学

基于ACC支付模式的供应链金融模型研究 论文 张冲 南京邮电大学

城市地铁工程安全风险实时预警方法及应用 著作 周志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What is Wrong with Treating Followers Differently? The

Basi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Matters（区别对待有错吗？领导——成员交换策略的

重要性）

论文 贺伟 南京大学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younger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offline and online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感知组织因素对

年轻员工线下和线上代际知识转移的影响差异研究）

论文 汪长玉 江南大学

流域初始水权耦合配置方法研究 著作 吴凤平 河海大学

从驱动创新到实践创新：A.O.史密斯公司的创新管理 著作 杨东涛 南京大学

碳排放转移：宏观涌现与微观机理 著作 孙立成 江苏大学

多尺度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

机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著作 王锋 中国矿业大学

房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与BIM技术应用 著作 袁竞峰 东南大学

“三块地”改革与农村土地权益实现研究 著作 黄贤金 南京大学

互联网平台选择、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绩效 论文 万兴 南京财经大学

独立董事“政商旋转门” 之考察：一项基于自然实验的

研究
论文 叶青 南京大学

Politic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effects of proself

and prosocial eng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制度转型深入期的企业政治联系与经营绩效：一个

整合工具行为、亲社会行为以及制度发展的框架）

论文 刘海建 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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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外部技术与内部研发协同管理研究 著作 王文华 常州大学

复杂金融网络与系统性风险研究 著作 李守伟 东南大学

“十四五”时期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高伟 中国矿业大学

推进我省高校科技资源有效转化的瓶颈与对策
研究

报告
张志华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
研究

报告
汪霞 南京大学

江苏智能装备技术与产业政策发展趋势研究
研究

报告
赵顺龙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省区域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报告

研究

报告
王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江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耿献辉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研究

报告
赵振东 南京工程学院

高质量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高地——苏州市经济

发达镇改革的实践探索

研究

报告
范炜烽 南京理工大学

破解长江经济带“化工围江”的对策建议
研究

报告
冯俊 南通大学

江苏社区教育发展报告
研究

报告
崔新有 江苏开放大学

全面推进靖江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
研究

报告
汪超 中国矿业大学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  高起点开启基本

现代化新征程

研究

报告
林康

江苏省战略与发

展研究中心

政府债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研究——基于江苏省实践
研究

报告
骆祖春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事中事后监管：现状、启示与

建议

研究

报告
倪咸林 南京师范大学

构建中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研究
研究

报告
邵蓉 中国药科大学

以人民为中心的强村典范——徐州市马庄村的创新实

践与启示

研究

报告
卢爱国

江苏省人民政府

研究室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与实践——监管信息透明度

指数（FSSITI）与监管绩效指数(FSSPI)的探索

研究

报告
王冀宁 南京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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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创新调研报告
研究

报告
张勤

江苏第二师范学

院

“化工围江”治理的经验、难点与建议
研究

报告
徐宁 南京大学

多维视角下的党代会
普及

成果
徐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诗词人生
普及

成果
吕远洋 盐城市第一小学

诗词里的镇江地名
普及

成果
殷金彤 镇江市民政局

南京历代名号
普及

成果
卢海鸣

南京出版传媒集

团▪南京出版社

可爱的中国地理科学绘本（共五册）
普及

成果
高春香

苏州中科知成地理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大运河文化
普及

成果
姜师立 扬州大学

为自己的性格找份工作：九型人格与职业生涯规划
普及

成果
邹家峰

南通市崇川区委

办公室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基于镇江国家低碳试

点城市的实践

研究

报告
殷国兴

镇江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海陵声伎甲江南：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 著作 钱成 泰州学院

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 著作 刘大伟 南京晓庄学院

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 著作 马树杉 常州工学院

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的制度演变 著作 苏健
南京市社会科学

院

奋力走在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最前列
研究

报告
徐宏宇 扬州市委研究室

人类记忆（共二册） 著作 张建军

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

关于立足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打造全国最优营商环境

示范市的报告

研究

报告
谢德俊

南京市政协办公

厅

更大力度汇聚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创新名城建设
研究

报告
唐富春 南京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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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公正审判权研究 著作 羊震
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

新一轮全球城市发展愿景研究及对南京“十四五”规划

的启示

研究

报告
汤晋

南京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 著作 邵颖萍
江苏匠工营国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

南京金融创新与发展 著作 刘永彪 金陵科技学院

当前南京市独角兽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关注的几大问题
研究

报告
郑琼洁

南京市社会科学

院

国家战略视角下江苏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冯年华 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明外郭 著作 朱明娥
南京城墙保护管

理中心

锡金军政分府函件 著作 汤可可 无锡市档案局

从校本课程走向学校课程：锡山高中课程探索之路 著作 唐江澎
江苏省锡山高级

中学

无锡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策略研究
研究

报告
殷强

无锡市发展研究

中心

无锡融入扬子江城市群的定位与思考
研究

报告
吴红星 无锡市统计局

走向“和·合”：现代职业学校的治理探路 著作 王稼伟
无锡机电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人力资本和流动人口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研

究——基于2011-2015年度江浙沪地区数据的实证分

析

论文 樊儒经
无锡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即席控辩方式的理论叙述与实践展开 论文 俞波涛
江苏省无锡市人

民检察院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工作的

建议

研究

报告
杨中浩

无锡市医疗保障

局

无锡市医用耗材带量价格谈判做法与成效
研究

报告
赵鞠

无锡市医疗保障

局

《世说新语》续仿作品研究 著作 齐慧源 徐州工程学院

《六十种曲》研究 著作 马衍 徐州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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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空气污染对城市居民的健康经济影响及应对策略——

基于江苏省的研究
著作 李惠娟 徐州工程学院

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及其演化路径 论文 燕善敏 徐州工程学院

“手艺”课程探索：沛县封侯虎 著作 张振华
沛县教师发展中

心

“常州三杰”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研究

报告
吴继康 常州市委宣传部

常州市营商环境评价及优化建议
研究

报告
汤正华 常州工学院

幼儿混龄教育实践研究 著作 冯雅静
常州市鸣珂巷幼

教集团

分享教育的意蕴 著作 杨文娟 常州市实验小学

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 著作 张加林 常州市司法局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及提升对策研究 著作 钱炳 常州工学院

顾炎武书法研究 著作 俞建良
昆山市昆仑堂美

术馆

曲艺丛论（共四册） 著作 陈世海
张家港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

铁路交汇点建设需注重因势利导
研究

报告
夏文

苏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全3册 著作 吴国良 退休

一座城市的精神成长史 论文 徐卫峰
张家港市委宣传

部

活语文学习理论与实践 著作 程振理
江苏省苏州中学

校

关于市区道路交通系统治理整体提升的研究与思考
研究

报告
刘保瑞 苏州市公安局

借鉴“标准地”改革经验 打造高质量供地体系
研究

报告
王平

苏州市发展规划

研究院

关于人民政协工作双向发力的几点思考
研究

报告
周伟强 苏州市政协

Ping Tan: The Suzhou Style of Storytelling and Singing

（评弹——口头艺术表演的苏州范）
著作 施吟云

苏州交响乐团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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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 著作 王燕

苏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管理

办公室

清代中前期江南社会与地方家族——以苏州玄妙观为

中心的考察
论文 朱春阳 苏州博物馆

为“真学”而教：优化课堂的18条建议 著作 冯卫东
南通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

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科学机制研究——以

南通为例

研究

报告
王斌

南通市委市级机

关工作委员会

地方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研究：以南通为例 著作 杨伟 南通市委党校

永忆录校注 著作 吉光
南通市江海文化

研究会海安分会

匠心育工匠：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和职业教育的理性

顺应
论文 姜汉荣

江苏省通州中等

专业学校

中国共产党如东历史. 第三卷，1978-2002 著作 刘书华
如东县委党史工

作办公室

海州湾渔民俗 著作 张大强 连云港市博物馆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 著作 尚继武
连云港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促进江苏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

报告
孙巨传

连云港市社会科

学院

高铁网络对苏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战略影响研究
研究

报告
蒋红奇

连云港市社会科

学院

结婚禁止论 著作 佘志勤 连云港市公安局

助读系统重构 著作 王唐平
连云港外国语学

校

淮安构筑淮河生态经济带航空货运枢纽发展策略研究
研究

报告
庞进亮

民建淮安市委、

淮安市现代物流

学会
淮安市挖掘利用红色资源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对策建

议

研究

报告
蔡宗溢 淮安市委党校

展示“象征意义”的实践与思考
研究

报告
费香峰

淮安市委党史工

作办公室

五种改革异化现象亟待治理
研究

报告
张一洲 淮安市委党校

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的金湖实践
研究

报告
嵇友胜 淮安市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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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关于加快淮安台资集聚示范区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研究

报告
龚晓琴

淮安市委台湾事

务办公室

盐城海岸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李晓奇 盐城市社科联

"一带一路"卫生检疫合作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愿景

与行动思考

研究

报告
杨志俊 盐城海关

小学英语O2O阅读课程 著作 王咏梅 盐城市第一小学

论孙中山监察思想的基本特征 论文 征汉年
江苏省盐城市建

湖县人民检察院

让大运河文化活起来
研究

报告
李广春 扬州市委宣传部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模式及经验推广
研究

报告
杨文喜 高邮市人民政府

清初尺牍选本研究 著作 陆学松 扬州市职业大学

开拓“四全”路径  打造“泛旅游”特色扬州
研究

报告
许金如 扬州市职业大学

珍品扬州老地图考释 著作 陶伯龙
扬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研究院

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逻辑与路径 论文 杨郑一
扬州广播电视传

媒集团（总台）

清代以来扬州木版年画体系独立性探究 论文 孙璐 扬州市职业大学

丹阳教育家研究丛书（共三册） 著作 笪红梅 丹阳市教育局

诗词镇江：历代诗词咏镇江选集（共六卷） 著作 裘学耕
镇江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江苏农村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胡敖成 镇江市委办公室

初中历史“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
研究

报告
耿霞 镇江市江南学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研究 著作 周秋琴 镇江市委党校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地方人才工作转型策略研究——

以镇江为例

研究

报告
丁钢

镇江市高等专科

学校

马克思主义三化十二论 著作 朱妙宽 兴化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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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330项）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教学论 著作 潘小明 泰州学院

汉语常用100词源流演变研究 著作 曹翔
南京师范大学泰

州学院

泰州学派城市文化标识打造及提升研究
研究

报告
陈述飞

江苏省社会科学

院泰州分院

兴化文化史稿 著作 刘春龙 兴化市委宣传部

汉代海阳侯国及海陵城考 论文 周金波 泰州市博物馆

新个人所得税实务与案例 著作 吴健
国家税务总局宿

迁市税务局

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以宿

迁市宿豫区为例

研究

报告
宋周 宿迁市委党校

基于科学与人文素质融合的精品课程建设行动研究
研究

报告
陆广地

宿迁经贸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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