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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江苏省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困境与

出路 徐 勇
2-08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以苏北为例 姚允柱
关注“三农”问题
3-01 构建江苏农民利益表达长效机制的多元路径 王 燕
3-05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李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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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债情况的实证分析 张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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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利 张丁榕
4-29 基于社会企业视角的江苏人口老龄化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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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地方政府应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对策建议

邵国荣 朱久兵
5-27 促进江苏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研究 张玉庆
6-18 促进金融支持江苏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刘尧飞
6-23 促进江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设计

姚正海 侯立松 吴冬梅 等
区域发展
1-27 董北模式: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 张树俊
1-30 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区域转型发展的“江宁

样本” 赵志凌
1-36 海门现代农业“六论”与改革红利释放 张 伟
2-28 如皋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徐 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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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成星群 赵金波
3-30 盐城立足新常态开创绿色发展新境界

马志宏 张海林
3-32 依靠科技创新加速推进南通现代农业发展研究

刘 建 黄元宰
3-35 泰州转型升级改革发挥创新型企业引擎作用 张树俊
4-32 以业建城 以城兴业 产城融合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城融合调研报告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4-35 大力繁荣镇村经济全面夯实发展根基
——阜宁县发展镇村经济的实践与思考 曹恒永

5-32 创新干部管理使用的科学机制
——宿迁市积极探索以建立动态激励机制为
重点的改革 王清举

5-34 滨海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东方新港 刘永轩
5-36 盐城市“盐渎风”全民阅读的实践与探索

陈法金 戈建虎 苏宇波
6-26 绿色发展的“盐城答卷”

——“东方湿地之都”绿色发展之路的实践
与探索 陈法金

6-33 海安打造高端平台融入一带一路增创开放型
经济发展新优势 钱亚洲

难点解析
1-39 关于新常态背景下民间资本管理体制改革

的研究 陆岷峰 陆 顺 汪祖刚
2-35 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关系结点定位研究

陆岷峰 陆 顺
3-39 审判管理的体制弊病及理性排解 王亚明
4-38 农村垃圾分类及处置研究

魏垂敬 姜 新 荆 建 等
5-39 江苏省地域文化与旅游协同开发研究

胡小海 宿爱云 秦卫杰 杨红英 张丽芬
6-35 多维视角下纪委对同级党委实施监督的制度

研究——基于党内监督机构自身及职能的变
化与发展 秦 岭

环球链接
1-44 英国网络治理疏而不漏 李海龙
2-41 职业年金制度的国际借鉴 王秋波
3-44 美国政府如何支持创新创业 王亚强
4-46 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是怎样建立的 张丹丹
5-45 发达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改革的特点和启示 石 涛
6-43 德国如何促进青年创业 赵 柯
研究动态
2-44 古徐国文化研究现状与前瞻

——泗洪县徐文化研究会座谈会侧记 武继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