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通过结项验收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一览表

序号 依托单位 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承担人 鉴定等级
1 南京大学 2011ZDIXM011 江苏省“十二五”时期数字文化产业之数字内容服务模式研究 陈雅 优秀

2 南京农业大学 2013ZDIXM011 江苏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研究 李放 优秀

3 南京师范大学 2013ZDIXM026 加快江苏科教资源转化、推进创新型经济发展研究 白俊红 优秀

4 江南大学 2011ZDIXM046 江苏城市传统建筑艺术遗产发掘保护与传承策略 过伟敏 优秀

5 江苏师范大学 2011ZDIXM019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欧向军 优秀

6 常州大学 2012ZDIXM009 江苏创建沿江全国文明城市带的战略思考及政策研究 芮国强 优秀

7 南京大学 2010ZDAXM009 江苏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思路、模式、途径与政策研究 黄繁华 合格

8 南京大学 2010ZDIXM012 群体性突发事件预防、预警与处置研究 张海波 合格

9 南京大学 2010ZDIXM018 江苏高校本科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张红霞 合格

10 南京大学 2010ZDIXM023 城市系统生态调控研究 马道明 合格

11 南京大学 2011ZDAXM008 包容性发展理论与江苏战略研究 高传胜 合格

12 南京大学 2011ZDIXM011  江苏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发展研究 郑江淮 合格

13 南京大学 2012ZDAXM003 我国及江苏社会管理创新若干重要问题及对策研究 童星 合格

14 南京大学 2012ZDIXM028 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体系与教育模式研究 王月清 合格

15 南京大学 2013ZDIXM013 江苏民间金融风险形成、传染和治理机制研究 方先明 合格

16 东南大学 2010ZDIXM00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江苏的实验研究——基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共建和谐社会的
视角

陈淑梅 合格

17 东南大学 2011ZDAXM021 全面小康背景下江苏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卫平民 合格

18 东南大学 2011ZDIXM004 江苏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 戚啸艳 合格

19 东南大学 2012ZDIXM013 全球化背景下江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与防范决策机制研究 庄亚明 合格

20 东南大学 2012ZDIXM027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研究 徐习文 合格

21 东南大学 2012ZDIXM038 “后伦理时代”道德教育的文化形态研究 许敏 合格

22 东南大学 2013ZDIXM006 新产业革命和江苏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陈良华 合格

23 东南大学 2013ZDIXM029 江苏省大学科技园与地方高新园区协同创新体制机制研究 徐盈之 合格

24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ZDIXM057 加快推进江苏创新发展的战略设计与突破口选择 郭本海 合格

2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2ZDIXM033 江苏高等学校国际化办学的战略路径选择研究 金泉元 合格

2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3ZDAXM002 江苏省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预测和路径选择研究 陈万明 合格

2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3ZDIXM015 江苏推进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赵湘莲 合格

28 河海大学 2013ZDIXM010 江苏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研究 杨文健 合格

29 南京农业大学 2011ZDIXM027 涉农舆情的政府监管研究 朱毅华 合格



30 南京农业大学 2012ZDIXM019 江苏农业技术扩散的动力机制及溢出效应研究 常向阳 合格

31 南京农业大学 2013ZDAXM004 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路径和对策研究 胡燕 合格

32 南京农业大学 2013ZDIXM002 江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城镇化关系研究 孙华 合格

33 南京农业大学  2013ZDIXM024 大学制度文化的内涵及建设路径研究 万健 合格

34 南京农业大学 2013ZDIXM027 江苏行业性高校人文社科发展评价研究 刘志民 合格

35 南京邮电大学 2012ZDIXM032 江苏物联网发展的协同创新研究 张志华 合格

36 南京工业大学 2012ZDIXM031 科技资源共享与地方政府创新机制研究——基于“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视角 朱跃钊 合格

37 南京师范大学 2010ZDIXM047 关于提升江苏省大学生文学素养和审美情操的调查研究 高永年 合格

38 南京师范大学 2011ZDIXM047 国际化背景下以学科内容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改革与发展研究 陈莉萍 合格

39 南京师范大学 2011ZDIXM056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理论视角下江苏城市化转型研究</ 叶超 合格

40 南京师范大学 2013ZDIXM004 江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路径及政策研究 吴业苗 合格

41 南京财经大学 2011ZDAXM022 全面小康背景下江苏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胡荣华 合格

42 南京财经大学 2013ZDI0M034 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政府支出成本度量 张继良 合格

43 南京审计大学 2011ZDIXM017 区（县）法治绩效评估体系研究：以江苏为例 刘爱龙 合格

44 金陵科技学院 2012ZDIXM040 江苏动漫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邢小刚 合格

45 三江学院 2013ZDIXM020 江苏省文化创意产业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周光毅 合格

46 江南大学 2013ZDIXM005 多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苏南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刘焕明 合格

47 江南大学 2013ZDIXM019 江苏网络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李晓钟 合格

48 中国矿业大学 2011ZDIXM026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城镇住房体系研究 周建亮 合格

49 江苏师范大学 2010ZDIXM055 江苏教师教育现状调查与教师教育发展策略研究 王树良 合格

50 江苏大学 2012ZDIXM029 江苏高校服务社会功能拓展提升研究 马志强 合格

51 江苏大学 2012ZDIXM034 江苏农村校车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刘志强 合格

52 淮阴师范学院 2012ZDAXM0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方法途径研究 徐贵权 合格

53 淮阴师范学院 2013ZDAXM010 江苏运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张强 合格

54 江苏理工学院 2012ZDIXM016 江苏建设节约型社会研究——以产品包装的低碳化设计为例 薛生辉 合格

55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1ZDIXM058 江苏现代产业体系区域一体化发展研究 袁志田 合格

56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2ZDIXM005 江苏公共产品供给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公民有序参与的有效性研究 周义程 合格

57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3ZDAXM003 民享型收入分配机制研究 周善乔 合格

58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3ZDIXM003 江苏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创新研究 华彦玲 合格

59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3ZDIXM009 江苏非公有制企业纪检组织建设创新研究 王世谊 合格

60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3ZDIXM012 江苏新型城镇化可持续融资机制研究 黄瑞玲 合格

61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3ZDIXM014 江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邹  红 合格

62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3ZDIXM021 转型时期江苏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策略研究 刘  伟 合格

63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14ZDIXM021 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江苏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胡宗仁 合格



以下为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序号 依托单位 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承担人 鉴定等级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2JDXM004 江苏风电节能减排贡献的测算与政策选择 李南 优秀

2 南京农业大学 2012JDXM015 江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共同体构建 衣保中 优秀

3 南京审计大学 2012JDXM009 信用风险评分模型研究 王定成 优秀

4 南京大学 2009JDXM02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研究 杨金才 合格

5 东南大学 2010JDXM003 中国经典民俗艺术研究（苏南傩面具研究） 陶思炎 合格

6 南京农业大学 2012JDXM008 江苏农村土地流转中农地金融创新研究 林乐芬 合格

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2JDXM011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价值立场与政治选择 史军 合格

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0JDXM028 新型制造业与创新型国家建设互动发展研究 李廉水 合格

9 南京师范大学 2010JDXM024 语音韵律的跨语言比较及二语韵律的偏误分析与自动评测 顾文涛 合格

10 南京财经大学 2010JDXM006 构建江苏省县级地方义务教育成本指标体系的理论与方法 吴美华 合格

11 南京财经大学 2010JDXM007 面向产业优势的公共品供给：基于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的研究 石奇 合格

12 南京财经大学 2012JDXM001 基于内控视角下的江苏省地方财政风险管理机制研究 管亚梅 合格

13 南京财经大学 2012JDXM002 基于粮食安全框架的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曹宝明 合格

14 南京审计大学 2010JDXM021 区域金融稳定与金融风险管理研究--基于金融地里学的方法 曹源芳 合格

15 南京审计大学 2009JDXM013 基于CPA主体行为的计算实验方法研究 王昊 合格

16 南京艺术学院 2010JDXM030 文化经济学研究 李向民 合格

17 南京艺术学院 2012JDXM014 民国电影与江苏文化 金昌庆 合格

18 江南大学 2012JDXM013 地域文化的可持续设计研究 王安霞 合格

19 江苏师范大学 2010JDXM043 两汉文学的文化阐释——以古小说与乐府诗为例 陈洪 合格

20 江苏师范大学 2012JDXM022 苏北汉文化遗产研究 赵明奇 合格

21 扬州大学 2010JDXM044 扬州学派、太谷学派、泰州学派与中国学术史研究 周新国 合格

22 扬州大学 2010JDXM045 淮扬秘密结社与社会稳定研究 吴善中 合格

23 扬州大学 2010JDXM046 淮扬历史文化与现代传承研究 周建超 合格

24 南通大学 2012JDXM021 《楚辞·九章》注释的汇集整理 许富宏 合格

25 苏州大学 2010JDXM039 人的尊严的公法维系 邢鸿飞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