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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常 州 市 社 会 科 学 院 
文件 

常社联发〔2017〕26 号 

 

 
 

关于公布常州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研究 

课题结项名单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经市社科联第十三届课题资助评审委员会评审，《常州市医

养结合投融资问题研究》等 10 项课题被评为重点资助项目；《关

于加快打造常州经开区智能微电机特色创新集群的建议》等 39

项课题被评为一般资助项目；《特色小镇的供给侧问题及解决途

径——以常州西太湖石墨烯小镇为例》等 124 项课题被评为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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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希望全市社科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紧

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进一步推进科研方法、学术观点创新，不

断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强富美高” 新

常州作出积极的贡献。 

 

附件：常州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结项名单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常州市社会科学院 

2017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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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州市第十三届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结项名单 

 

重点资助项目（10 项） 

1、常州市医养结合投融资问题研究（论文） 

童伟、秦琰旻、李艳平（江苏理工学院） 

2、借力扬子江城市群建设，提升常州产业发展能级（决策

咨询报告） 

李向东、胡颖、季庆庆（江苏理工学院） 

3、常州文化创意产业与虚拟现实科技融合发展模式及创新

机制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严波、何灿群（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陈申（常州市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 

4、虚实结合的商科跨界对抗性实践教学模式构建及应用（论文） 

潘伟强、佟金萍、江涛涛（常州大学） 

5、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常州市现代物流业竞争力现状及提升

路径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李菼、徐春枫（常州工学院） 

6、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研究（论文） 

印兴娣、夏吉英（常州工学院）、谢晓东（常州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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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爱常州”主旋律融入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论文） 

游杰、刘伯超（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车玉（常州日报社） 

8、经济新常态下常州市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基于常州六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决策咨询报告） 

雍莉莉（常州大学） 

9、常州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前景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陆孟雄、彭赟、代洪（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0、榜样视角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研究——

以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论文） 

彭波、王迎春、季华（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一般资助项目（39 项） 

1、关于加快打造常州经开区智能微电机特色创新集群的建

议（决策咨询报告） 

殷振江（市政府研究室）、蔡纪鹤（常州工学院） 

2、扬子江城市群背景下常州物流产业效率测度及提升策略

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赵麟、陈杰（常州工学院） 

3、常州历史文化名片“老字号”品牌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

（决策咨询报告） 

王志敏、徐学敏、翁敏峰（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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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养老健康产业供给侧改革的税收政策研究：以常州

市天宁区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洪秋妹、龚恩华（常州工学院）、吕俊（常州市地税四分局） 

5、常州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性问题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马伟、左武荣、包忠明（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模式研究——以

常州市武进区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文龙娇、陆玉梅、朱苗绘（江苏理工学院） 

7、家族企业的继任与企业创新绩效：现状调查与微观实证

（论文） 

蒋惠凤、许珂、李莉（常州工学院） 

8、“中国制造 2025”视角下常州市制造业创新能力现状及提

升路径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李卫红、李和瑾、戴瑶（常州工学院） 

9、“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竞争力

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曹国、罗兰英、严向洁（常州工学院） 

10、江苏省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测度与空间差异分析（论文） 

杨春玉、李菼、李春平（常州工学院） 

11、常州市消费维权公众参与模式与路径研究（决策咨询

报告） 

消费维权研究课题组（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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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常州实施旅游品牌战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决策

咨询报告） 

彭荷芳、陆玉梅、徐燕（江苏理工学院） 

13、常州建设高水平创新园区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牟伟明、彭正辉、林芳强（常州工学院） 

14、常州农业生产用地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朱静（常州大学） 

15、“互联网+”时代高校“两课”教师话语权提升研究（决策

咨询报告） 

张军、高军、狄阳群（江苏理工学院） 

16、生态文明视阈下“精美常州”绿色发展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赵江、朱竹青、张欢（常州大学） 

17、苏南地区“非遗”在“R+”时代的多元化传播探究（决策

咨询报告） 

邢丽梅、柳飞（常州工学院） 

18、新媒体语境下常州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研究（论文） 

罗迪英、夏吉英（常州工学院） 

19、整合社会资源构建养老服务链 搭建智慧养老综合服务

平台（决策咨询报告） 

张玺（常州市家庭指导促进会）、 

徐定南（江苏省口腔医院管理协会）、张冬梅（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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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论文） 

刘振平、基国林、侯庆（江苏理工学院） 

21、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研究——以常州历史名人研究为例（论文） 

王雷宇、周兰珍、宋国英（江苏理工学院） 

22、基于文化视角的常州古运河微视频创意研究（决策咨

询报告） 

戴仁俊、高伟（江苏理工学院）、 

张作虎（常州市泰格传媒有限公司） 

23、常州高职园区共享型众创空间环境形态设计研究（论文） 

朱琴、金钰、尹彦文（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4、常州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地域文化传承、保护与利用研

究（决策咨询报告） 

王浩、沈小平（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解薇（江苏理工学院） 

25、常州加快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论文） 

赵利娟、王晓刚、邵文英（武进图书馆） 

26、“互联网+”背景下的常州市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布局、发

展路径及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马霞、毛艳文（常州工学院）、金阳（常州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 

27、常州市轨交站点区域空间环境优化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宋玉姗、夏正伟（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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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基于因地制宜理念指导下的特色小镇培育策略研究—

以常州市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石运达（常州大学）、崔同伟（江苏千品千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张珊（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9、音乐治疗对特殊儿童干预的实证研究—基于常州市的

情况（论文） 

梁庆东、张胜军（江苏理工学院）、 

黄袆（江苏省常州市戚墅堰实验中学） 

30、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与文化自信的提升策略研究（论文） 

金博雅（江苏理工学院） 

3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常州社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刘明军、魏继斌、孟令刚、桑月标（常州大学） 

32、常州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研究（决策咨

询报告） 

张冬梅（江苏理工学院）、赵世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

周燕（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33、“一带一路”视域下常州高职院英语和计算机等级考试研

究——基于常州科教城产教融合示范区的应用型人才“靶向培养”

（论文） 

庄怡萍、裴华、陆梦薇（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4、常州市流动学前儿童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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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波、杨晓岚、张晶（常州工学院） 

35、缺位、越位和补位——放管服改革背景下高校科研经

费管理改革探析（论文） 

潘洹、季庆庆（江苏理工学院） 

36、统战思维和工作方法对高校辅导员和班主任落细落小

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示研究（论文） 

白泽朴（常州大学） 

37、刑事三元结构视角下校园暴力预防实证研究――以常

州中学校园为例（论文） 

蒋小明、裴纪平、吕浚哲（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8、常州市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 

吴明华、沈纲（常州大学）、衡兴龙（常州市体育局） 

39、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常州市培育科技创业型人才研究（论文） 

崔伟、潘冬、王云白（江苏理工学院） 

立项项目（124 项） 

1、特色小镇的供给侧问题及解决途径——以常州西太湖石

墨烯小镇为例（论文） 

孙卫东、孙国忠（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吴志才（常州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2、常州实施品牌经济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张静、黄明、包忠明（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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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扬子江城市群经济整合的现状及对策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张月、姚俊、李红（常州工学院） 

4、“一带一路”背景下常州跨境电商发展模式创新策略研究

（论文） 

王雨、屈大磊、任涵子（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5、常州特色小镇建设路径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程和平、任国亮、李月琴（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常州市制造业电子商务应用发展路径创新研究（决策咨

询报告） 

宋卫（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杨军（常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吴凌娇（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金融支持常州农业特色小镇建设的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余敏丽（常州工学院） 

8、常州天目湖旅游度假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决策咨询

报告） 

管志杰、徐艳（常州大学）、 

柳建平（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9、常州运河五号文化创意街区的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论文） 

王志坚、葛吉霞、肖宇（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0、支持常州中小微企业发展金融服务政策体系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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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莉（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孙凌峰（常州大学）、

陈平平（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常州市汽车生态产业链共生耦合实现机制及发展对策

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宋敬滨、吴海东、陈新（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2、常州市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路径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陈利馥、刘东皇、唐炳南（江苏理工学院） 

13、常州市新兴产业发展研究（论文） 

郑蕾、刘昶、许唯一（常州市金融学会） 

14、“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产业对常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发

展对策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决策咨询报告） 

郭蕾（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赵宇培（常州大学）、

孙刘平（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15、信息不对称视阈下常州市互联网医疗产业发展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陈建忠、洪秋妹（常州工学院）、陈桌友（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6、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 

谢金楼（常州工学院）、刘存异（南京理工大学）、 

黄秋香（常州工学院） 

17、新常态经济下常州跨境电商发展——语言经济学与教

育生态学视角（决策咨询报告） 

徐亚妮、符君、王焱（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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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工智能背景下常州市小微企业信用风险研究（决策

咨询报告） 

郭海明、赵明明（常州大学） 

19、自媒体视阈下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论文） 

龚婧、王文涛（常州大学） 

20、常州建设“全国一流的智能制造名城”的对策建议（决策

咨询报告） 

王霞俊（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张秋玲（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郝中超（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1、“互联网+常州历史文化名城”品牌推广策略（咨询报告） 

糜红缨、冯益芙、张茹（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2、供给侧改革下企业社会责任对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以常州上市企业为例（论文） 

刘贤仕、张晓亮、马海涛（常州工学院） 

23、基于产业集群视角的供应链金融模式研究——以缓解

常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为例（论文） 

吴旻佳（常州大学）、赵增耀（苏州大学）、李颖（常州大学） 

24、新常态下常州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生态化政府科技支

持体系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刘伯超、朱洪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莎（常州市权航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25、组织视角下诚信常州的实现路径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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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梅（江苏理工学院）、殷娟（常州大学）、 

彭燕（江苏理工学院） 

26、政商关系对常州市民营企业战略导向的影响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谭瑾、李敏、张慧凝（常州大学） 

27、常州产业集聚与高层次人才集聚相互驱动发展对策研

究：基于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体化建设的视角（决策咨询

报告） 

徐德力、李纪月、李菼（常州工学院） 

28、高层次人才引领常州高水平发展模式探究（论文） 

陈鹏远、陈晓雪、唐子俊（江苏理工学院） 

29、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常州市制

造业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甘信（常州工学院） 

30、常州成长性中小企业新融资方式研究——以西太湖科

技产业园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于晓玲、王爽、余海洋（常州大学） 

31、常州特色小镇建设中的人才集聚机制与对策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王全纲、陆玉梅、朱苗绘（江苏理工学院） 

32、“互联网+”背景下县级地方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

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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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平、陆恒（常州大学） 

33、“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环保”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策

略研究——基于常州市“智慧环保”建设的路径研究（论文） 

陈丹、张玉娟、赵小荣（江苏理工学院） 

34、常州市新就业大学生群体住房现状与需求调查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彭后生、陈党、房亮（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35、民间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王文涛、龚静、汤滨（常州大学） 

36、塑造常州特色小镇品牌文化策略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李自琼、袁小霞、彭馨馨（江苏理工学院） 

37、信息化条件下高校基层党组织管理的创新研究（论文） 

蒋小燕、周奕、张理（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8、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常州上市公司财务绩效研究（论文） 

吴英、张侃、彭正辉（常州工学院） 

39、常州市“龙城英才计划”政策效能评估的研究（决策咨询

报告） 

赵步同、房平（江苏理工学院）赵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40、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常州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

价机制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王磊、李冬梅、谢斌（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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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致力于常州市发展的研究——以江

苏理工学院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钱秀芳、房平（江苏理工学院）、赵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42、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优化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顾亚莉、苏春菊、范辰（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3、中国制造 2025 背景下常州高职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

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周剑锋、陈亚伟、方闽江（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论文） 

陈春琳、张海洋（江苏理工学院）、薛勇(常州大学) 

45、提炼饮食文化资源促进餐饮民俗发展——以常州盛宣

怀家宴为例（论文） 

季旻孜（常州市文化馆）、季全保(常州民俗学会） 

46、常州市养老服务现状及机构养老意愿研究（论文） 

徐夷冶、朱洪春、郝文地（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47、基于利益相关者平台的常州互联网医疗创新发展模式

研究（论文） 

任涵子、徐枫（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涂文优（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48、共享理念引领下的常州文化民生发展与治理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卢雷、王萍霞、熊焱生（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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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常州城市形象国际化表达研究——基于全市公共标识

英语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调查与分析（决策咨询报告） 

曹一林、葛海涛、张兰（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50、城市河流水体污染及其治理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林凌敏、王文涛、陈启迪（常州大学） 

51 城乡一体化视野下常州镇村空间发展模式研究（论文） 

徐莉、史波、孔祥峰（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52、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高曙、陈聪、包云（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3、城乡一体化下常州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

研究——基于武进区试点改革经验的思考（论文） 

何虹（常州工学院）、叶琳（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黄晓铭（武进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办公室） 

54、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土地问题的多维探讨（论文） 

高可（常州大学） 

55、常武地区农村庙会活动研究（论文） 

王文琴（江苏理工学院）、卞心宇（常州市民政局） 

56、长江流域港口沉积物污染状况及防治研究（决策咨询

报告） 

韩一松、时静洁（常州大学） 

57、运河文化资源与常州城市形象传播（论文） 

蒋苏苓、张伟芳、罗迪英（常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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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人的现代化视域中常州文明城市建设对策研究（决策

咨询报告） 

魏星梅、衡孝庆（常州大学）、沈玉俊（常州市文明办） 

59、健康中国视域下高校健康食堂的创新与发展（论文） 

潘玉琴、印罗观、张曦（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0、常州市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刘荣、薛峰、黄龙（常州大学） 

61、产教融合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

研究（论文） 

陶言诚、张晓忠、强明隆（江苏理工学院） 

62、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探讨

（决策咨询报告） 

汪克峰、范洪辉、赵小荣（江苏理工学院） 

63、以“一体两翼”运作为模式构建学生宿舍管理新格局（论文） 

印罗观、李弘、李树白（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4、常州最早一部寺院志《民国武进天宁寺志》整理（著作） 

王继宗、赵志刚、丁辰（常州市图书馆） 

65、新发现“狂翰林”孙自式诗文及其价值考察（论文） 

华建铭、姚玉娟、戴艳（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6、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青少年创造力与认知需求的应用

研究（论文） 

盛小春、朱明放、薛小锋（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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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常州谢稚柳艺术研究（著作） 

何卫平、王磊、林艳（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68、常州国际化形象建构中东坡效应的研究与实践（论文） 

魏际兰（常州工学院） 

69、民国时期常州籍艺术家王济远的艺术展览活动传播路

径研究（论文） 

包洋（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0、微信息背景下江苏科普工作的转型研究（论文） 

李欢、刘伯超、柴瑞林（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1、传统文化视域下常州戏剧家洪深研究（论文） 

张春歌、杨红英、张晓旭（江苏理工学院） 

72、校地合作共建共享图书馆的体制机制与运行模式研究

（决策咨询报告） 

顾勇、钱明霞、居鑫磊（常州工学院） 

73、新媒体公共艺术视角下的常州城市形象国际化表达研

究（决策咨询报告） 

彭伟、于洁、冯波（常州工学院） 

74、国际化视角下常州市外语语言服务环境建设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邱晓红、陈旭宏、郑云娟（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75、流动儿童阅读推广研究（论文） 

袁艳、宋扬（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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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常州市新北区百丈中心小学） 

76、常州名胜楹联对城市发展的作用研究（论文） 

程树铭（江苏理工学院）、马士勇（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李天宇（江苏理工学院） 

77、“全国工业明星城市——常州”诞生始末（论文） 

张步东（常州市档案局）、邱北海、曹伟光（常州市档案馆） 

78、常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形象推介语英译研究（论文） 

汤雪妹、顾晓波、李雪花（常州工学院） 

79、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以在常高校为例（论文） 

刘金芝、张纪霞、徐蕾（江苏理工学院 ） 

80、常州市油用牡丹复式化与多元化栽培模式研究（决策

咨询报告） 

田治国、杨艳、杨梅（常州大学） 

81、清代常州才媛结社唱和研究（论文） 

陈雅娟、黄晓赟、张玉娟（江苏理工学院） 

82、基于科创中心下高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与专业教育的

融合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杨小林、刘文斌、仇志海（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83、信息化技术在基础美术课程教学运用的研究（论文） 

张正军、李鸣楼、王运奇（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84、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培育研究——以江苏省本科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建设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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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珍、张羽程、朱书阳（江苏理工学院） 

85、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骆建建、江新、徐峰（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8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常州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构建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彭国强、高庆勇（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陈德旭（上海体育学院） 

87、“健康常州 2030”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研究（决策咨询

报告） 

武俊昊、姜明、李振艳（常州工学院） 

88、建设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适应常州市建筑产业现代化

发展的研究（论文） 

胡冬艳、孙静华、董建军（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89、“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常州市高校外语语言服务能力提

升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陈旭宏、邱晓红、王大旭（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90、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中心城区教育养老模式研究 ——基

于常州开放大学实践案例（决策咨询报告） 

陈可、顾锡宏、朱骏（常州开放大学） 

91、常州市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估多元主体协同

推进策略研究（决策咨询报告） 

郭建强、李荣、徐勤儿（常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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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小学器乐社团实践活动的开展及其重要性》（论文） 

徐燕娟、龚磊（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田宇（常州工学院） 

93、城市社区居民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论文） 

胡维芳、戴玉英、恽佩红（江苏理工学院） 

94、“互联网+”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高校教育中融合发展

的研究与探索（论文） 

蒋莲、张玉娟、范洪辉（江苏理工学院） 

95、社区治理视角下常州社区教育共同体建设调查研究（决

策咨询报告） 

仲红俐、葛俊芬、崔翠（常州开放大学） 

96、职业学校融入性创新教育的研究（论文） 

虞益龙、刘天宋、高学群（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97、基础教育装备规模经济评价策略研究——以常州地区

为例（论文） 

高伟、殷常鸿（江苏理工学院） 

吴 靖（常州教育装备与勤工俭学管理中心） 

98、微课与在常高校日语专业实践教学研究（论文） 

卜晓镭、王永萍（常州大学） 

99、高校科技创新致力于常州经济发展“做加法”的研究——

以江苏理工学院为例（决策咨询报告） 

束强、汪雨（江苏理工学院） 



 — 22 — 

100、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常州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对策研究（论文） 

陈晓慧、李勤为、郝晓霞（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101、中丹终身学习政策比较研究（著作） 

张志欣、陈蓓、缪周芬（常州工学院） 

102、“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工科学生创业教育实证研究

——基于常州市产城融合一体化（论文） 

许星、贾仕林、吴玉峰（江苏理工学院） 

103、常州市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深度融合机制研究（决策

咨询报告） 

马蓓丽、张忠寿、童伟（江苏理工学院） 

104、从《史记•吴太伯世家》看常州“崇让”文化的源流（论文） 

孙慧琦（常州大学） 

105、昭明太子萧统之选、释与陶渊明的经典化（论文） 

边利丰（常州大学） 

106、论唐宋时期常州的科举社会之形成（论文） 

沈扬（常州大学） 

107、晚明常州士人郑鄤案及其影响考论（论文） 

吕杨（常州大学） 

108、常州古典园林与文人雅集研究（论文） 

葛金华（常州大学） 

109、近代常州籍报人作家的“乡土”书写初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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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霞（常州大学） 

110、区域文化互动视阈中的近代常州人文精神研究（论文） 

付用现（常州大学） 

111、常州西盖赵氏兴衰与约园修废关系探微（论文） 

王风丽（常州大学） 

112、李伯元、张春帆作品中的“绅谈”词汇研究（论文） 

胡静书（常州大学） 

113、常州明清书院变迁与科举关系研究（论文） 

宋斌（江苏理工学院） 

114、清人选南宋文之考佚（论文） 

周焕卿（常州工学院） 

115、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福利服务策略研究（论文） 

侯庆（江苏理工学院） 

116、在常高校人文社科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评价（论文） 

张春芳（常州大学） 

117、以新思想引领新时代——十九大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篇章（论文） 

王其山（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118、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征程（论文） 

黄正（常州大学）   

119、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面临的时代性任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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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永超（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120、“四个伟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

当（论文） 

聂启元（常州工学院）  

121、深入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逐步消除常州地区发

展不平衡状态（论文） 

查志刚（江苏理工学院） 

122、宣示“新时代” 阐述“新理论”描绘“新蓝图”（论文） 

钱翠玉（常州工学院） 

123、潜心研读“报告”，融入思政教研（论文） 

宋国英（江苏理工学院） 

12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

（论文） 

谢存旭（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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