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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泰政发〔2020〕72号 

 
                   

市政府关于公布泰州市 
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决定 

 

各市（区）人民政府，泰州医药高新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

市各直属单位： 

根据泰州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方案，市

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108 个项目泰州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 12项、二等奖 32项、三等奖 64 项。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

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希望全市广大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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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

回应时代呼唤，不断探索创新，大兴实干之风，为更好建设“强

富美高”新泰州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泰州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项目 

 

 

 

泰州市人民政府  

2020年9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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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泰州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获奖项目 

 

一等奖（12项） 

马克思主义三化十二论（著作） 

朱妙宽（原兴化市委党校）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著作） 

吕  林（泰州学院） 

 

泰州学派王艮研究（著作） 

蔡桂如（泰州学院）  

 

里下河湖泊湖荡管理实践与研究（著作） 

张加雪（江苏省秦淮河水利工程管理处）、徐  明（江苏省

泰州引江河管理处）、陈  菁（河海大学）、许静波（江苏省泰

州引江河管理处） 

 

汉语常用100词源流演变研究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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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翔（泰州学院） 

 

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教学论（著作）  

潘小明（泰州学院） 

 

青少年宽恕教育（著作）   

周炎根、乔  虹（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海陵声伎甲江南——明清“海陵地区”文化家族与戏曲（著

作） 

钱  成（泰州学院）  

 

汉代海阳侯国及海陵城考（论文）   

周金波（泰州市博物馆）  

 

兴化文化史稿（著作）  

刘春龙（兴化市委宣传部）、费振钟（江苏省作家协会） 

 

泰州学派城市文化标识打造及提升研究（研究报告）  

陈述飞、张永龙、张荣良（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  

 



 

- 5 - 

 

泰州安定书院的现代价值彰显研究（研究报告） 

霍云峰、来琳玲、谢鹏鹏、马青松（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二等奖（32项） 

“质量党建”：内涵特质及实现路径（论文） 

张爱民（ 泰州市文旅集团） 

 

关于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探索和思考

（论文） 

王秀华（泰州市委党校） 

 

口岸历史风情（著作） 

戚正欣（高港区口岸街道办事处）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思政教师走出现实困境的应对之策（论

文） 

周荣甲（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泰州市建筑业经济税收分析报告（研究报告） 

刘  冬、冯健男、许成超（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内生增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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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文） 

殷小丽（泰州学院）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产业升级——基于KWW方法中国物质生

产部门垂直专业化分工实证研究（论文）  

李占国（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符  磊（河海大学）、 

江心英（江苏大学） 

 

长三角城市品质指数评价研究报告（研究报告）   

顾维中（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朱启荣（上海质量管理

科学研究院） 

 

基于VAR模型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

究——以江苏省为例（论文）  

刘尧飞（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机制研究（研究报告） 

钱昕黎（泰州市委党校）、景云祥（泰州市委党校）、周  郁

（中国人民银行泰州中心支行） 

 

“十四五”时期泰州市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基本思路研究



 

- 7 - 

 

（研究报告） 

曹成喜（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骆祖春（江苏省社科院）、吕永刚（江苏省社科院）、胡雪晴（泰

州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詹秀娟（泰州职业技术学院）、王

丽君（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苏中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探析——以苏中城市泰州为例（论

文） 

李  敬（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水利工程绩效审计研究——以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二

期工程为例（论文）   

朱益锋、刘冬山（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 

 

中国P2P网贷平台特性与借贷效果分析（论文） 

王  媛（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傅康生（南京师范

大学）  

 

数量认知发展研究（著作）   

胡林成（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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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研究（著作）   

桂文龙、胡新岗（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建设方式与运行机制探索（论文） 

毕文健（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顾永安（常熟理工

学院） 

 

工业机器人专业集群建设探索与实践（论文）   

温宏愿、孙松丽、刘  超（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探索与实践（著作） 

孙启香（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文化视域下的英美文学翻译研究（著作）   

侯晓静（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李 甜（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李宏娟（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活宝卷调查（著作）  

黄  靖（原靖江市委宣传部）  

 

明清世情小说与儒家文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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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秀（泰州学院）  

 

承继与变迁——隋唐五代乐舞经济模式研究（著作）   

倪高峰（泰州学院）  

 

梅兰芳书画艺术研究（著作）  

蒋  华（泰州市海陵区领航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蒋沈晗洋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泰式民居（著作）   

黄炳煜（原泰州市博物馆）  

 

江苏泰州唐代佛教石经幢考释（论文）  

郭正军（泰州市博物馆） 

 

关于大运河（泰州段）文化带建设的建议＋大运河文化带（泰

州段）建设节点概念及布局策划（研究报告）  

董文虎（原泰州市水利局）、陆镇余（原泰州市文联）、潘

培时（原泰州市科协）、潘时常（泰州市现代民政研究院）、蔡

锦云（原泰州市人大法工委）、赵克俭（原泰州市民宗局）、杨

明良（原泰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黄炳煜（原泰州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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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申筛（原泰州市国税局）、周光明（原泰州市史志档案办）、 

魏扣宝（原泰州市水利局）、杨啸晨（泰州市政府办信息中心） 

 

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与人才分布研究（研究报告） 

于顺华（泰州市委组织部）、周宏华（泰州医药园区）、葛

立网（泰州医药高新区）、窦立成（泰州市社科联）、徐永千（泰

州医药园区）、周银松（泰州市委组织部）、鞠  伟（南京理工

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关于加快构建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的调研与思考（研究报告）

徐朝铭、钱跃明、巴 亮（泰州市政协） 

 

关于泰州乡村基督教的调查与思考（研究报告）  

董  磊（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倪郭明（泰州市委研究

室）、朱太兴（泰州市民宗局）、张艳红（泰州市基督教两会） 

 

从医药纳税百强企业看江苏医药制造业发展质态（研究报

告） 

徐祖跃（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  

 

“整”出新空间“治”出新格局——我市土地整治工作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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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与探索（研究报告）  

朱  莹（泰州市民政局）、袁  泉（泰州市委研究室）、陈

金夫（泰州市委研究室）、李兴国（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何文忠（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周  楠（泰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丁险峰（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三等奖（64项）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引导侦查机制的构建（论文）   

季卫华（泰州学院）、陆  军（安徽省人民检察院） 

 

高校与地方合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论文） 

李健美、于美华、赵新龙（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思想论要（著作）   

刘永安（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假药案件办理的五个问题（论文）   

蔡科臣（靖江市人民检察院） 

 

消费主义影响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刘亚蓉（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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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与互御：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论文） 

唐庆鹏（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 

 

泰兴鼓儿书（著作）   

陈桂生（泰兴市民间文化研究会）  

 

高校学生组织公信力：现状、问题与对策（论文） 

孙志飞、陶  丹（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司法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研究（研究报告）  

杨  朔（靖江市委编办） 

 

工具理性下的个性隐没——新时代德育效果提升研究（论

文） 

丁越勉（泰州学院） 

 

怎样才能留住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人”（论文） 

邵泽义（泰州市委党校）  

 

新时代社区共同体重构的基本机制与政策取向（论文） 

潘时常（泰州市现代民政研究院）、钟一军（泰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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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翔（西北师范大学）、孙  雷（泰州市民政局）、沈  慧（泰

州市民政局） 

 

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的制度设计（论文） 

洪  春、丁建玮、陆秀勇（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论

文）   

于  江（泰州市委党校） 

 

多维场域视角下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论文） 

张  君（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股份有限公司同股异权原则的潜在风险及应对措施（论文）

张跃进（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张  薇（南京师范大学） 

 

《论语》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论文）

仲泓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超越“主体之惑”：儒家文化的“主体观”对化解生态危机

的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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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龙、黄  彬（泰州学院） 

 

内部控制质量、自愿性会计变更与企业盈余管理（论文） 

王丽艳（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江苏省农业特色小镇发展路径评价与优化（论文）   

张月兰、王  芳（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关于提升园区承载能力深化泰台交流合作的调查思考（研究

报告） 

朱  军（泰州学院）、王晓梅（泰州市台办）、韩瑞铭（泰

州市台办）、蒋海棠（泰州学院）、殷小丽（泰州学院）、周小

付（泰州学院）、金  涛（泰州市台办）、窦富鹏（江苏省社科

院泰州分院）、王余进（泰州市台办） 

 

泰州新能源产业链发展路径研究（研究报告） 

金银亮（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关于泰州农民创业情况的调研报告——基于全市11个村的

样本分析（研究报告）   

朱菊萍（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徐卫华（泰州市农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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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局）、王  渭（国家统计局泰州调查队） 

 

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下土地制度改革与管理思考（论文）  

何文忠、史松坡、魏  阳（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江苏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引导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陈  林（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全域旅游视域下泰州市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探究——基于灰

色关联度分析（论文） 

姚晓燕（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与改造：民国学术界对农业经济学的认识（论文）  

朱鸿翔（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泰州市中医院创新发展的实践与探索（论文）   

王  华、孙晓军、沈桂琴、杨雨芹、张  俊、彭  超、何  琳

（泰州市中医院）  

 

“六个联动”构建校地区域化党建共同体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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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报告） 

陈  熔（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王妲妲（江苏农牧科技

职业学院）、王春梅（海陵工业园区京泰路街道泰顺社区）、芦

永华（海陵工业园区京泰路街道党工委） 

 

教出幸福来（著作）  

刘金玉（泰兴市洋思中学） 

 

高校自我评估改进：由行政管理式到共同治理式（论文） 

仲  宁、刘  华（泰州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的转型路径探析（论

文） 

徐金益、许小军（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合作培养师范生：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的路径选择（论文） 

黄  俊、周炎根（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农业职业教育发展7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论文） 

董海燕、何正东（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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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阅读：系列化设计阅读活动（论文）   

丁宏兵（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An 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Interactive 

Reading Theory （基于互动阅读理论的英语翻译教学模式）（论

文） 

杨永凤（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协同育人新范式：“产教创一体化”（论文） 

吴加权、朱国奉（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学校道德文化建设的意旨、反思和践行（论文） 

孙友新（江苏省姜堰中学） 

 

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技能课程的教学过程探究（论文）  

薛桂琴（泰州学院）  

 

思维导图在小学英语复习课中的应用（论文）   

吉桂凤（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 

 

画传的起源及汉晋时期“颂”“赞”与图像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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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元琼（泰州学院）  

 

维东有阜：靖江市斜桥镇的历史文化（著作）   

高  峰（靖江市民政局） 

 

江苏泰州宋代涵洞发掘简报（论文）  

王为刚、张  伟（泰州市博物馆） 

 

报人手记——来自新闻一线的采编思考（著作）  

张  培（泰州日报社）  

 

四重理论维度下的“正变”诗学范畴探究（论文） 

胡吉星（泰州学院） 

 

说泰（著作） 

徐同华（海陵区政协） 

  

明清时代泰兴漕运（论文）  

印九红（泰兴市文化博览中心） 

 

从《考工记》到《天工开物》：艺术比较视域下的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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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思想之承变（论文）  

吴新林（泰州学院） 

 

关于泰州市媒体融合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研究报告）  

柳太江（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李劭强（南京传媒学院）、 

卢彬彬（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谢鹏鹏（南京师范大学泰州

学院） 

 

瞬间缘聚——范观澜文艺评论集（著作） 

范观澜（江苏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管委会） 

 

王艮著述传承述略（论文） 

刘佩德（泰州学院）  

 

民国时期梅兰芳与家乡关系考述（论文）  

李  华（泰州市文广旅局）  

 

关于泰州市区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张小敏、丁亚明、樊宝剑（泰州市政协） 

 

泰州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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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成浩（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张 群（泰州市社科联）、

陈  骧（泰州市民政局） 

 

推进泰州城市精细化管理的调查与思考（研究报告） 

陈  燕（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王明生（泰州市城管局）、  

俞  佳（泰州市住建局）、高银华（泰州市社科联） 

 

关于推进健康泰州建设的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缪云忠、蒋建华、许  佳、黄红华、赵  晶（泰州市政协） 

 

关于优化沿江产业布局 推动长江大保护的调研与思考（研

究报告）  

钱跃明、徐朝铭、巴  亮（泰州市政协）  

 

关于做好迎接泰州高铁时代准备工作的调查与思考（研究报

告）  

王  林、陈  铭、季  平（泰州市政协） 

 

关于泰州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调查报告——基于全市7个村

的实地走访调查（研究报告） 

焦金芝（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倪郭明（泰州市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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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窦立成（泰州市社科联） 

 

泰州市民宿产业发展研究（研究报告） 

朱启戎（江苏省社科院泰州分院）、唐应淦（兴化市社科联）、  

于  江（泰州市委党校） 

 

市级国有资产监管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陆彩鸣（泰州市纪委监委）、陈书豹（泰州市委党校）、张  

辉（泰州市委党校）、陈兴彦（泰州市纪委监委） 

 

提高科技创新水平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研究

报告）  

樊宝剑、丁亚明、张小敏（泰州市政协）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丁亚明、樊宝剑、张小敏（泰州市政协） 

 

泰兴市高质量跨江融合发展研究（研究报告）   

黄龙泉、王余进、许  磊、朱  菲（泰兴市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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