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 共 苏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苏社科字〔2019〕5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应用对策类）立项项目的通知 

 

各市（县）、区委宣传部，社科联，市各有关单位，市各高校，

市各学会（协会、研究会）： 

2019 年度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共收到申

报项目计 413 项，经过资格审查、专家匿名评审和集体研究，共

评选出立项课题 166 项，现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在组织开展课题研究中，各立项课题负责人应遵守以下要求： 

1．紧密联系苏州实际，突出成果应用性、对策性和创新性，

切实提高成果质量；各立项课题负责人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按

期开展研究。 

2．以专家最终审定的题目为准开展研究，注重开展实证调研，

成果结项时要提交相关调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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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项课题不得重复申报同一级项目，一旦发现即取消立项

资格； 

4．恪守学术道德，研究过程真实，杜绝抄袭、剽窃或侵吞他

人学术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 

5．9 月中旬接受市社科联组织开展的中期检查，报告课题调

研情况、研究进度和阶段性成果； 

6．课题须在今年 10 月底完成，最终成果形式为 8000 字左右

的研究报告。 

市社科联将组织专家组开展结项评审，鉴定资助等级。课题等

级包括资助课题（重大课题资助 5 万元、重点课题资助 3 万元、一

般课题资助 1 万元）和立项不资助课题。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或

最终成果原则上应摘要刊登在市社科联主办的《决策参阅》上。 

立项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应加强管理，为课题研究提供经费配

套等必要支持，督促课题负责人按时保质地完成研究任务。对违反

《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行为，市社科联

将采取通报批评、撤项、纳入个人诚信记录等措施进行处理。 

 

附件：2019 年度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应用对策类）申 

报立项项目名单 

 

中 共 苏 州 市 委 宣 传 部 

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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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应用对策类）申报立项项目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推荐单位 

Y2019LX001 
苏州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对

策建议 
屠立峰 苏州大学 

Y2019LX002 苏州加快建设先导产业创新集聚区的对策 胡永钢 苏州大学 

Y2019LX003 
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州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运行机制

研究 
成灶平 苏州大学 

Y2019LX004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苏州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优化

策略研究 
叶  露 苏州大学 

Y2019LX005 基层社会网格化联动治理的“苏州样板”研究 吴新星 苏州大学 

Y2019LX006 
苏州市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研

究 
孙俊芳 苏州大学 

Y2019LX007 苏州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宋言奇 苏州大学 

Y2019LX008 基于健康促进的苏州绿道步行环境提升策略研究 雷  诚 苏州大学 

Y2019LX009 苏州电影业现状及发展思路调研报告 王玉明 苏州大学 

Y2019LX010 
专利数据驱动下苏州加快构建国际化人才高地的

思路与举措 
李卓卓 苏州大学 

Y2019LX011 苏州运河新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刘均星 苏州大学 

Y2019LX012 苏州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对策 钱玉英 苏州大学 

Y2019LX013 苏州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现状及创新路径研究 陈  燕 苏州大学 

Y2019LX014 苏州市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尹  飞 苏州大学 

Y2019LX015 乡村振兴的维度：人才、资金和产业 刘春雷 苏州大学 

Y2019LX016 
苏州全力打响“苏州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国际影

响力的对策举措 
李  正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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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推荐单位 

Y2019LX017 
优化环境、创新驱动，苏州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的

对策研究 
吴  奇 苏州大学 

Y2019LX018 
知识产权运营及保护驱动苏州市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对策研究 
张记江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19 新时代“苏州精神”的应有内涵、特征及培育路径 周青龙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0 
长三角城市群建设中苏州制造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研究 
李雪冬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1 
长三角融合开放背景下苏州推进贸易便利化“单一

窗口”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史  嵘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2 
乡村振兴视域下苏州农村公共服务协同供给机制

研究 
林于良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3 苏州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路径与对策 梅  娟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4 社区服务社会化中的“三社联动”机制创新研究 何华玲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5 
政社互动与村治变迁：太仓东林村乡村组织振兴口

述史研究（2008～2018） 
朱爱华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6 
苏州提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全域旅游

用地规划管理水平的对策研究 
吴  杰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7 
大运河（苏州段）文化带“最精彩一段”建设的思

路与举措研究 
陈卫东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8 
苏州加快培育“苏式”民宿品牌营建的思路与创新

举措 
周  佳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29 
张扬世界文化遗产、打造苏州特色演艺提升苏州文

化国际影响力 
江  燕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0 
传承吴地特色、凸显苏式品牌、构筑文化高地提升

苏州文化国际影响力 
谢  佳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1 
突出独有资源，融合古今科技，建设大运河文化带

“最精彩一段” 
于德珍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2 提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示范区建设水平研究 陈来生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3 苏州区域生态风险评价及精准管理对策研究 杨朝辉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4 
转型背景下苏州高水平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功能

定位与战略对策 
侯爱敏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5 
苏州建立环太湖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与建

议 
张晓芳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6 
“水生态”社会价值模型构建与苏州乡村水域空间

活化策略研究 
刘宇舒 苏州科技大学 



 

— 5 — 

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推荐单位 

Y2019LX037 苏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现状、难点与对策研究 王世文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8 
苏州全面融入 G60 科创走廊的定位、路径与对策研

究 
夏海力 苏州科技大学 

Y2019LX039 苏州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路径与对策 施晓岚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0 
苏州“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互

动机制研究 
孟祥瑞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1 新时代苏州城市社区冲突的现状、问题及治理对策 朱卫卿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2 基于大数据的姑苏文创品牌价值提升研究 李  岩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3 
《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中的现

状、问题与对策 
赵杰宏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4 苏州加快构建国际化人才高地的思路与举措 王剑华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5 苏州创新生态的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举措 马军伟 常熟理工学院 

Y2019LX046 苏州创新生态的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举措   曹瑄玮    西交利物浦大学 

Y2019LX047 社区图书馆老年人信息服务质量提升策略研究 徐  芳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Y2019LX048 苏州建设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路径研究 周荣华 
苏州科技大学 

天平学院 

Y2019LX049 
苏州文化在江南文化中的历史地位、核心价值及当

下作为 
何  力 

苏州科技大学 

天平学院 

Y2019LX050 苏州市老字号企业品牌活化策略研究 施  然 
江苏科技大学 

苏州理工学院 

Y2019LX051 
区域一体化协同创新背景下优化苏州创新生态系

统空间结构路径研究 
范  继 

江苏科技大学 

苏州理工学院 

Y2019LX052 苏州打造先导产业创新集聚区的对策研究 方向阳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53 
东京都市圈的演化发展及对苏州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功能定位的启示 
徐舟涟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54 
“一带一路”倡议下苏州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对策

研究 
李  华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55 苏州打造先导产业创新集聚区的对策与路径研究 杨德山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56 协同大数据服务政府精准决策 顾才东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57 
以苏州小众旅游资源开发带动本地旅游经济发展

路径探究   
张  贺 苏州市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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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推荐单位 

Y2019LX058 产教融合视角下苏州地区校企合作创新研究  沈萍萍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59 苏州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路径与对策 张  军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0 苏州市儿童早期家庭教育现状与社会支持研究 王  平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1 
促进苏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研

究—基于“长效”视角 
姜能涛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2 “健康中国”战略下的苏州健康管理模式研究 石阶瑶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3 
苏州推动建立环太湖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考

与建议 
祖国峰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4 
“一带一路”背景下苏州市体育赛事发展的机遇、

挑战与策略 
孟祥波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5 
苏州高校教师科研环境满意度现状、影响因素及对

策研究 
张学梅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6 加快苏州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策研究 孙  丹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7 
苏州深化“放管服”改革、构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对

策建议 
王敏杰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8 
新时代传承弘扬吴文化当代价值与世界影响的对

策研究 
曹慧芳 苏州市职业大学 

Y2019LX069 
借鉴发达地区经验，苏州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集

聚区的对策研究 
张梅燕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0 
苏州纺织产业服务“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化创新的

路径及对策研究 
张  俊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1 推进苏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 徐维莉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2 苏州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策略研究 王丽丽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3 苏州入境旅游负面感知评价及优化策略研究 陶  然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4 苏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孙  利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5 苏州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运营能力提升研究 牛士华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6 大数据背景下苏州城市活力与空间优化对策研究 李正伟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7 苏州壮大创新型企业集群的路径、政策与举措 蒋建强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78 苏州打造先导产业创新集聚区的对策研究 华晓龙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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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推荐单位 

Y2019LX079 科技金融提升苏州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陈福明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0 社会资本长效参与苏州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研究 杨大蓉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1 苏州发展民宿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石冬喜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2 加快苏州市“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对策研究 陈相芬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3 苏州以“绣花”功夫抓好智慧交通管理的对策举措 陈堂敏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4 智慧融媒体时代苏州文化品牌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朱俊霞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5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体育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周杏芬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6 
苏州地方特色文化视域下的丝织产品创新设计研

究 
周青奇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7 
“生活美学”视域下苏州设计文化观与江南文化协

同创新发展研究 
温丙帅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8 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样板段建设研究 顾秀梅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89 苏州市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陈家闯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0 苏州与上海大都市圈协调发展的竞合关系研究 程善兰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1 苏州引聚海外高端人才对策研究 仪周杰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2 
人才环流背景下苏州加快构建国际化人才高地的

思路与举措 
吴惠英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3 硅谷科技金融生态圈模式对苏州的借鉴研究 汪思冰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4 苏州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生态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刘洪海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5 苏州进一步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政策措施 杭伟明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6 苏州创新生态的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举措 曹钰华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7 
科技创新背景下苏州市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构

建研究 
武  艳 

苏州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098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苏州老新村公共空间适老性设

计研究 
陈传荣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Y2019LX099 
江南传统文化元素与苏作创意设计产业的互动研

究 
韩吟秋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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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课题 

负责人 
推荐单位 

Y2019LX100 苏州推进公共阅读空间拓展建设研究 黄  琴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Y2019LX101 苏作工艺助力苏州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研究 赵  罡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Y2019LX102 
苏州乡村振兴人才战略中职业教育的作为及策略

研究 
周东华 

苏州工艺美术 

职业技术学院 

Y2019LX103 苏州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机制创新研究 辛  歆 
苏州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04 
“互联网+医疗”背景下家庭康复服务平台需求调

查及构建设想 
邓  婕 

苏州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05 现代化、国际化视野下苏州文化的当下作为 邹祥平 
苏州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0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苏高职院校留学生的跨文

化适应研究 
盛洁瑾 

苏州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07 苏州民营经济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对策研究 张  晖 
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08 
5G 应用背景下太仓港加快建设智慧港口的对策研

究 
周晓娟 

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09 苏州发展中民营企业成长困境调查及对策研究 毛建民 
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10 苏州壮大创新型企业集群的路径、政策与举措 杨正校 
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1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苏州地区县级市特色发

展问题研究—以太仓为例 
李  红 

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12 
苏州全面对接上海，高质量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路

径和政策措施研究 
樊  奇 

苏州健雄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13 苏州壮大创新型企业集群的路径、政策与举措 李瑞丽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14 乡村振兴背景下苏州生鲜农产品电商发展路径 廖晨竹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15 
基于日本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苏州生活垃圾分类

处置的对策研究 
田  静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16 
民生政策本位下苏州市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途径

研究 
余  凡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17 苏州动漫文化产业“角色先行”模式研究 张建亮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18 
高等教育资源集聚对苏州创新生态发展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张  杨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19 新时代“苏州精神”的生成逻辑与培育路径研究 陈永花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Y2019LX120 
基于“互联网+外贸”角度的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

究 
沈静芳 沙洲职业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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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19LX121 
苏州纺织印染类企业生态补偿机制现状、问题与对

策 
李  珊 沙洲职业工学院 

Y2019LX122 
全媒体视域下推动苏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

创新的路径研究 
张  玉 沙洲职业工学院 

Y2019LX123 
苏州制造业发展 40 年：成就、经验、未来思路与

对策 
杨  平 沙洲职业工学院 

Y2019LX124 
苏州抢抓 5G 应用机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

点及对策举措 
朱  东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25 
苏州创新型企业集群综合竞争力评价与提升策略

研究 
周  芳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26 苏州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欧阳芳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27 苏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研究 赵  展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28 
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苏州共享农庄建设路径与策

略研究 
陈晓磊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29 
工商资本推动苏州乡村振兴的路径 及优化策略研

究 
许  斌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0 
全域旅游背景下苏州乡村旅游民宿建设运营实证

研究 
盛晓兰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1 
基于地域文化重塑的苏州乡村规划设计方法及实

践研究 
刘  昊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2 
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苏州文化”品牌，提

升苏州文化国际影响力 
张红梅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3 苏州产业工人由“工”变“匠”的对策研究 李  明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4 
新形势下苏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与突

破口研究 
刘敏华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5 苏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张  艳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6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苏州加快构建高技能人才高

地的思路与举措 
陈  艺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7 苏州创新生态系统的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 许  英 
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 

Y2019LX138 苏州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与对策研究 包  锋 
苏州旅游与财经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Y2019LX139 
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苏州港口物流与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研究 
陈  抗 

苏州旅游与财经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Y2019LX140 以“内容营销”推动苏州古村落民宿影响力的研究 沈雁飞 
苏州旅游与财经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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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19LX141 苏州文化品牌建设的研究 张  斌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 

职业学院 

Y2019LX142 
中国大运河苏州段城、河、文、旅四位一体协调发

展新模式 
杨凡槿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 

职业学院 

Y2019LX143 苏州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政策建议 季  丽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44 老龄化机遇与苏州高端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潘福能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45 地方政府决策变革的大数据支持研究 杨  文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46 
新时代“苏州精神”培育路径之苏州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研究 
刘  铭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47 苏州着力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对策研究 王  涛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48 
苏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功能定位与对策建

议 
刘小红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49 
苏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就、经验以及对高质量发

展的启示 
方  伟 苏州市委党校 

Y2019LX15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的文化精准扶贫研究——以贵州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驿站建设为例 
陈世海 

张家港市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 

Y2019LX151 
医务社工在苏南地区县级市公立医院的介入方式

研究 
周静娟 张家港市中医医院 

Y2019LX152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苏州样本”及其前瞻 金震茅 常熟市广播电视总台 

Y2019LX153 
市场要素互联  放大苏沪同城效应 —— 苏州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研究 
彭萌萌 常熟市委党校 

Y2019LX154 
打造“两山”理论的吴中样本——基于吴中环太湖

“加减法”的实践与探索 
唐晓东 吴中区委 

Y2019LX155 
苏州生态涵养发展实验区建设与跨区域生态补偿

机制研究   
陈  嵘 吴中区政府 

Y2019LX156 
长三角一体化下的区域文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路

径研究 
吴  妤 相城区委宣传部 

Y2019LX157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和谐社会生态圈构建—相

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路径探索 
孙月霞 相城区委宣传部 

Y2019LX158 
苏州区县主政官员个体特征、行动策略与行动绩效

研究 
沈承诚 姑苏区委宣传部 

Y2019LX159 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助推苏州高新区全域旅游发展 夏建华 
高新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 

Y2019LX160 
关于警务网格综治网格“双网融合”推进社会治理

精细化的实践和思考  
江  海 苏州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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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19LX161 
互联网+视域下苏州市县区政协协商民主新路径研

究 
张焕强 苏州市政协 

Y2019LX162 江南文化与苏绣产业的振兴 朱春阳 苏州博物馆 

Y2019LX163 苏州系统治水研究 陶若伦 苏州市农村经济研究会 

Y2019LX164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苏州城市文化品牌系列整合

的研究 
汪长根 

苏州世界遗产与 

古建筑保护研究会 

Y2019LX165 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的“善治”水平 乐建新 
苏州智汇旅游规划 

设计研究院 

Y2019LX166 苏州市新型社区诚信建设研究 吴继霞 苏州市心理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