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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南 通 市 委 宣 传 部
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通社科〔2020〕7 号

关于印发《南通市 2020 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热
点课题立项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各县（市）区社科联，市委党校、各高

等院校，市各学会（研究会），各有关单位：

2020 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热点课题申报工作于 3 月下旬结

束，共收到申报课题 256项。经组织专家评审，共评出立项资助

课题 25 项、立项不资助课题 54项、市县协作课题 9 项。现将结

果印发给你们，请按《南通市社科联年度课题管理办法》和《南

通市 2020 年度热点课题申报指南》认真组织调研，抓紧实施。

附件：南通市 2020 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热点课题立项评审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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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通市 2020 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
热点课题立项评审结果

立项资助课题

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RA2001 通州湾新出海口建设实证研究 羌 毅 南通职业大学

RA2002 南通与苏州高质量发展比较研究 张莉云 南通市统计局

RA2003 南通打造职业化专业化招商队伍研究 范剑卉 南通市发改委

RA2004 南通化工行业整治调查与研究 乔桂银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RA2005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南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王银银 南通大学

RA2006 职业教育服务南通高质量发展研究 濮海慧 南通大学

RA2007 沪苏通港口协同发展新模式研究 陈为忠 南通大学

RA2008 招引知名跨国公司对南通推进“三个全方位”影响的分析研究 王贤飞 中共南通市委办公室

RA2009 南通滨江片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刘峻源 南通大学

RA2010 南通与苏南产业链对接合作研究 陈晓峰 南通大学

RA2011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严卫华 南通市经济学会

RA2012 以“大通州湾”思维助力南通“拥湾崛起”对策研究 冯 俊 南通大学

RA2013 “经济总量过万亿”后南通经济新增长点研究

A:李 汝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B:陶 晨 南通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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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2014 “南通老字号”现状普查与文化资源培育研究 张弘弢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RA2015 南通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践探索及制度建设研究 汤明文 中共南通市纪委

RA2016 南通“夜间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李 霜 南通市经济学会

RA2017 南通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何新易 南通大学

RA2018 南通推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研究 顾继光 南通大学

RA2019 新冠疫情对我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刘 林 南通大学

RA2020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南通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研究 牛书花 南通大学

RA2021 南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集聚机制研究 蔡 晴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A2022 关于组建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集团助推南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李国忠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A2023 南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难点与对策研究

A:袁晓妹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B:白晶晶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RA202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南通居家养老模式创新研究 陈蔓生 南通职业大学

RA2025 以新基建投资和新业态培育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策研究 张 娟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立项不资助课题

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RB2001 南通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A:孙江临

王 峰
南通市跨境电商商会

B:冯灿钧 南通职业大学

RB2002 打造南通集成电路产业链 构建长三角集成电路生态圈研究 宣 慧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B2003 南通环保问责机制创新研究 蒋 彧 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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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2004 南通外来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研究 吴奇峰 南通大学

RB2005 南通运河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郑 曦 南通大学

RB2006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南通完善城市交通应急保障体系研究 汤天培 南通大学

RB2007 南通智慧党建成效及普适性研究 鞠 敏 南通大学

RB2008 南通老旧小区宜居改造研究

A:胡晓添 南通大学

B:崔桂官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C:曹留峰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09 南通链式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与提升机制研究
A:陈媛媛 南通大学

B:黄 凯
南通市阳光养老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RB2010 基于智慧医疗的南通医养结合养老体系构建研究 单 芳 南通大学

RB2011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提升南通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服务体系对

策研究

A:陶怀仁 南通大学

B:王文波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C:高 翔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RB2012 “互联网+”新经济平台下南通农产品品牌建设研究 薛 虹 南通大学

RB2013 南通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研究 徐 璐 南通大学

RB2014 南通推广生活垃圾分类成效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A:张 彦 南通大学

B:杨春和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RB2015 南通与苏南营商环境比较研究 张 秩 南通大学

RB2016 网格化在南通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A:张利萍 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B:陈 裕 南通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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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2017 综试区背景下南通家纺跨境电商发展研究 范利利 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RB2018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南通产业发展定位研究

A:谈育龙 南通市发改委

B:成青青 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RB2019 南通市余西古镇传统民居改造研究 葛佳欣 南通理工学院

RB2020 全力推进大通州湾港产融合发展，打造南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杨晓峰 南通市发改委

RB2021 基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 宋铮铮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B2022 南通高职大学生就业创业情况调查与分析 保 云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RB2023 南通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态研究 陈峰燕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RB2024 南通推进“都市工业综合体”建设研究

A:刘 燕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B:胡权卫 南通市发改委

RB2025 南通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管理机制重构路径研究 刘 佳 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RB2026 新冠疫情背景下南通住宅小区疾病防控及应急管理研究 罗 奕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RB2027 农村信息化建设对南通市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潘中建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RB2028 南通高职教育融入苏南生态圈的路径选择 袁娇娇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RB2029 运输结构调整背景下南通市中小型物流企业发展策略研究 曾晓晴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RB2030 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南通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滕苏苏

顾玉萍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RB2031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市建筑企业国际总承包发展影响及应对策

略研究

谢云飞

马秋艳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RB2032 “互联网+”背景下加快南通技能型人才培养研究 宋丽霞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RB2033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南通工业建筑遗产改造与再利用研究 王文玲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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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2034 构建“互联网+南通文创产品”产业链研究 邢 颖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35 梯度耦合促进南通与苏南产业链深度对接合作研究 许春野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36 南通高层次人才引进有效性、可持续性研究 张晓冬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37 南通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A:闾志俊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B:钟慧敏

沈 霞
南通职业大学

C:杨 帆 南通职业大学

RB2038 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南通高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曹 莹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39 扩招后南通高职教育服务地方先进制造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陆雪纯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40 推进先进制造业人才培养 助力南通智造高质量发展 朱海荣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41
从产业腹地迈向产业高地：南通纺织全方位融入苏南的战略

抉择与实践路径研究
薛玮渭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RB2042 疫情下南通外贸出口企业的“危”与“机” 吉 莉 江苏银行南通分行

RB2043 推动职业教育产教协同育人，服务南通经济高质量发展 顾志祥 南通职业大学

RB2044 本地高职院校毕业生留通就业对策研究 华广道 南通职业大学

RB2045 南通邻里社区治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 顾东岳 南通职业大学

RB2046 后万亿时代南通经济新增长点培育研究 王中林 南通职业大学

RB2047 南通健全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

A:顾云松 南通职业大学

B:邵元健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RB2048 南通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研究——基于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比较 钱劲松 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

RB2049 南通与苏州民生高质量发展比较研究 罗凌俊 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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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2050 “十四五”期间南通农村居民增收途径研究 龚晓东 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

RB2051 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优化培养路径研究 季 诚 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RB2052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南通加强医疗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研究

A:沈祖莲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B:施洪燕 南通市发改委

RB2053 南通高质量发展下的职教产教融合研究 姚卫兵 南通开放大学

RB205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问题和对策研究 孙 玮 海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县协作课题

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所在单位

RX2001 推进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信息公开路径研究 陈 亮 港闸区社科联

RX2002 检察机关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之探讨 陈泉江 通州区社科联

RX2003 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如皋探索 高 佳 如皋市社科联

RX2004 南通市“夜间经济”发展路径研究——以崇川为例 胡安建 崇川区商务局

RX2005 启东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成效评价及提升对策研究 黄云峰 启东市社科联

RX2006 海安开发区管理体制重构路径研究 程卫国 海安市社科联

RX2007 县（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精准性研究——以海安实践为例 岳加华 海安市社科联

RX2008 海门创新大项目推进机制研究 顾青山 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RX2009 如东县与吴中区两地发展比较分析与思考 于海霞 如东县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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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0 年 4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