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7 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 

精品工程”市县专项课题拟立项项目 

序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17SSL-01 文化软实力与城市形象研究 席李川 南京市社科联 

17SSL-02 
加快数字化建设步伐，为群众提供便捷高

效的文化服务 
谭志云 南京市社科联 

17SSL-03 
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江宁美丽智

慧乡村的对策研究 
张永军 江宁区社科联 

17SSL-04 提升浦口美丽乡村文化内涵的对策研究 段雅娟 浦口区社科联 

17SSL-05 鼓楼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研究 周宏丽 鼓楼区社科联 

17SSL-06 
政府与社会视域下的“社区营造”与社区

治理探析——以六合区为例 
徐  娟 六合区社科联 

17SSL-07 
创新孵化器运行模式助推国家级双创示范

基地建设的路径研究——以雨花台区为例 
陈明太 雨花台区社科联 

17SSL-08 
“一城一河”沿线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

研究 
何素玉 秦淮区社科联 

17SSL-09 网络空间治理的玄武实践与探索 严  青 玄武区社科联 

17SSL-10 南京市建邺区社区文化资源调研 周  峰 建邺区社科联 

17SSL-11 新时代无锡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王铭涛 无锡市社科联 

17SSL-12 
全面推进市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思路与

对策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张忠寿 常州市社科联 

17SSL-13 
江苏省级开发区转型升级路径研究——以

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为例 
叶英姿 常州市社科联 

17SSL-14 江苏推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对策研究 潘法强 镇江市社科联 

17SSL-15 推进“宁镇扬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邵利明 镇江市社科联 

17SSL-16 
放大优势 彰显特色 聚力打造扬子江生态

旅游岛——扬中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孙国荣 扬中市社科联 



17SSL-17 
依托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推进镇江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黄锁荣 丹阳市社科联 

17SSL-18 句容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研究 戴晓伟 句容市社科联 

17SSL-19 
南通主动对接上海科创资源，积极培育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研究 
周锦南 南通市社科联 

17SSL-20 海门承接在沪企业优质项目转移研究 顾青山 海门市社科联 

17SSL-21 建设美丽乡村的如皋实践与路径探索 高  佳 如皋市社科联 

17SSL-22 
如东推进跨江融合接轨服务上海的路径研

究 
于海霞 如东县社科联 

17SSL-23 
新通州建设中检察机关推进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之探讨 
陈泉江 通州区社科联 

17SSL-24 

依托“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

贸区战略推进启东经济转型升级的思考及

对策 

陈健梅 启东县社科联 

17SSL-25 
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乡物业纠纷与提

高群众民生获得感研究 
陈  亮 港闸区社科联 

17SSL-26 泰州新经济典型案例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李占国 泰州市社科联 

17SSL-27 城市困难群体现状及精准脱贫对策研究 潘时常 泰州市社科联 

17SSL-28 靖江市智能制造的调查与研究 王绍斌 靖江市社科联 

17SSL-29 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途径初探 姚  鸣 泰兴市社科联 

17SSL-30 
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的策略与思考——以兴

化市为蓝本 
罗有高 兴化市社科联 

17SSL-31 姜堰乡村振兴路径探索 刘  荣 姜堰市社科联 

17SSL-32 
基于效能建设数字化督查平台的研究与思

考 
韩  林 海陵区社科联 

17SSL-33 盐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陈玉林 盐城市社科联 

17SSL-34 
“聚焦富民”——盐城居民增收的短板与

发力点 
陈法金 盐城市社科联 

17SSL-35 阜宁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的比较研究 王  平 阜宁县社科联 

17SSL-36 东台城市品牌宣传及扩大城市影响力研究 杨  毅 东台市社科联 



17SSL-37 关于基层意识形态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薛国斗 响水县社科联 

17SSL-38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融合推进视角下的建

湖县江淮生态经济区建设研究 
符庆香 建湖县社科联 

17SSL-39 连云港市特色小镇培育发展研究 杨东升 连云港市社科联 

17SSL-40 连云港市众创空间运营模式研究 周一云 连云港市社科联 

17SSL-41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下初中富余教师转岗分

流研究——以苏北某区为例 
徐正华 海州区社科联 

17SSL-42 

欠发达地区推进“两聚一高”不可或缺的

重要力量——灌云县发展家乡促进会的调

查与思考 

张荣富 灌云县社科联 

17SSL-43 
精准扶贫背景下灌南县产业扶贫的实践研

究 
秦永春 灌南县社科联 

17SSL-44 
地方智库成果转化机制研究——以徐州市

为例 
刘崇新 徐州市社科联 

17SSL-45 徐州市循环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张文君 徐州市社科联 

17SSL-46 
周恩来青年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及时代价

值 

赵志鹏 

许根林 
淮安市社科联 

17SSL-47 
淮安“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路径研究 

何  伟  

沈春香 
淮安市社科联 

17SSL-48 棚户区改造中的文物保护 周旭茹 盱眙县社科联 

17SSL-49 
生态富民发展导向下打造现代化湖滨生态

旅游新城的路径探索——以洪泽区为例 
董  蔚 洪泽区社科联 

17SSL-50 打造清江浦文化旅游集聚区 蒋大重 清江浦区社科联 

17SSL-51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困境与突破——

以淮安市淮安区“百姓理论说唱团”理论

宣讲服务品牌建设为例 

任东东 淮安区社科联 

17SSL-52 
县域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与对策——以涟水

为例 

顾云华 

刘小聪 
涟水县社科联 

17SSL-53 金湖县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荆  杰 金湖县社科联 

17SSL-54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铿锵宣言 陈  进 淮阴区社科联 

17SSL-55 宿迁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王  云 宿迁市社科联 

17SSL-56 宿迁花木特色镇村建设策略研究 孙传竹 沭阳县社科联 



 

 

17SSL-57 
关于夯实“泗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的战略思考 
朱子斌 泗洪县社科联 

17SSL-58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精准扶贫的影响研究

——以江苏宿迁为例 
王  超 宿豫区社科联 

17SSL-59 宿迁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对策研究 李士禄 宿城区社科联 

17SSL-60 扬州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 徐向明 扬州市社科联 

17SSL-61 广陵区加快实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朱美山 广陵区社科联 

17SSL-62 
推进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江都区“三

河六岸”的生态资源价值研究 
杨  楠 江都区社科联 

17SSL-63 
基于政府职能视角的学前教育提升研究—

—以扬州市邗江区为例 
孙  荣 邗江区社科联 

17SSL-64 宝应县乡镇法治政府建设优化研究 乔永华 宝应县社科联 

17SSL-65 高邮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曹丰汉 高邮市社科联 

17SSL-66 以多城同创推动城市创建常态化长效化 张  敏 仪征市社科联 

17SSL-67 

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服务国企改革过程—

—基于苏州市吴中区国有企业改革的审计

实践 

席与翀 吴中区社科联 

17SSL-68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知识产权制度构建 龚金明 太仓市社科联 

17SSL-69 
昆山在全省和苏州创新格局中发挥引领性

作用的实施路径研究 
王中民 昆山市社科联 

17SSL-70 经济发达县市应对老龄化社会对策研究 凌解良 常熟市社科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