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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公布南通市第十四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项目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苏通科技

产业园区管委会，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

直属单位： 

根据《南通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经组织评

审，并向社会公示，共评出南通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2016~2017年度）获奖项目70项，其中，一等奖5项，二等奖

15项，三等奖50项，现予公布。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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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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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

导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

攻方向，强化责任担当，弘扬优良学风，不断探索创新，进一步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南通争当“一个龙头、三个先锋”，推动

高质量发展走在全省前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南通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项目目录 

 

 

 

南通市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 3 — 

 

南通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获奖项目目录 

 

一等奖（共5项） 

1.《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均衡区间问题研究》 [著作] 

管怀鎏（南通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2.《走向合作治理：地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机制构建研究》[著作] 

王亚鹏（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张晓冬（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蒋丽华（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3.《文明与秩序的回归：社会诚信建设研究》[著作] 

臧乃康（南通大学）、张扬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韩裕庆（南通

大学）、林莉（南京审计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4.《〈中国诗学通论〉校笺》[著作] 

周建忠（南通大学）、王业强（南通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5.《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民创业关键问题及对策研究》[调研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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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卫兵（南通科技职业学院）、邵元健（南通科技职业学院）、蒋平

（江苏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朱千波（南通科技职业学院）、葛磊（南

通科技职业学院）、蒋丽丽（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丁建华（南通科技职

业学院）、李晓雯（南通联农佳田作物科技有限公司）、黄胜海（南通市

农业委员会）   

2017年12月 

 

二等奖（共15项） 

1.《情境教育的中国特色》[著作] 

程然（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2.《要素稀缺性与收益的国际差异》[著作] 

马飒（南通大学）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3.《不同阶段，不同信号作用：认知冲突对后续加工的调节效应》[论

文] 

潘发达（南通大学）、施亮（南通大学）、张丽（南通大学）、陆青

云（南通大学）、薛松（南京师范大学） 

《PLOS  ONE》  2016年9月 

4.《非零和博弈——延迟退休的利益之辩》[著作] 

管斌彬（南通大学）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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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业综合开发科技推广创新与实践》[著作] 

刘建（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魏亚凤（江苏沿江地区农业

科学研究所）、杨美英（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年10月 

6.《张謇与近代新式教育》[著作] 

王敦琴（南通大学）、崔荣华（南通大学）、徐静玉（南通大学）、

石静（南通大学）、徐晓旭（南通大学）、邵玮楠（南京农业大学） 

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7.《趋向至善——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思想初探》[著作] 

刘光顺（南通大学）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6年3月 

8.《南通市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建设方案研究》[调研报告] 

杨凤华（南通大学） 

2016年12月 

9.《赏天地大美乃人生第一课程》[论文] 

王笑梅（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人民教育》  2017年第9期 

10.《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变革与范式改进》[论文] 

刘翠霞（南通大学）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11.《表演心理学：理解人类生活的后现代取向》[著作] 

朱兴国（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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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年12月 

12.《文秘写作与范例评析》[著作] 

邵志华（南通大学）、丁富生（南通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13.《范凤翼“东林人物”辨》[论文] 

陈晓峰（女）（南通大学） 

北方论丛  2017年第1期 

14.《关于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建议》[调研报告] 

乔桂银（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2016年6月 

15.《从供应链管理维度促进南通制造业转型升级》[调研报告] 

邓恒进（南通大学） 

2017年6月 

 

三等奖（共50项） 

1.《日本新教育运动的一面旗帜——成城小学发展研究》[著作] 

李伟（南通大学）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6年12月 

2.《多维视角下的建言与献策——统计与经济发展研究》[著作] 

丁建明（政协如皋市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3.《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大权力行使》[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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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国红（启东市人大常委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4. 《点校〈楚辞新注求确〉》[著作] 

施仲贞（南通大学）、张琰（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5.《人口视角下南通转型发展期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调研报告] 

杨成（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李霜（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周荣勇（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8月 

6.《学生体育权利评价研究》[著作] 

汪君民（南通大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7.《师路纪程》[著作] 

朱嘉耀、郭毅浩等（南通市教育局）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6年8月 

8.《走向生态的音乐教育》[著作] 

董云（南通大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9.《杜威教育思想及其在华影响流变（上下）》 [论文] 

邱磊（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当代教育家》 2017年第7、8期 

10.《小学数学教学能力提升策略——引领学生走向智慧学习》[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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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卫兵（南通市通州区教师发展中心）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11.《激发“专业畅想力”，迎接“慕课时代”的语文课程》[论文] 

朱国忠（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中小学教师培训》2016年第1期 

12.《追寻教育的现实美好》[著作] 

崔志钰（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7年10月 

13.《“儿童德育”理念探索与创新实践》[著作] 

祝祖岗（海门市实验小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14.《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述评》[论文] 

吴益群（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范可旭（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与职业》  2016年第9期 

15.《寻常教学背后的真相》[著作] 

钱艺林（江苏省海门市中小学教师研修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16.《县城幼儿园男教师专业成长路径研究》[论文] 

王晓梅（如东县实验幼儿园） 

《早期教育》（教科研）总第770期  2016年5月 

17.《劳动力工资上涨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再检验——基于2001—2014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论文] 



 

— 9 — 

陈长江（南通大学）、高波（南京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第11期 

18.《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论文] 

孙亚南（南通大学） 

《南京社会科学》  2016年第8期 

19.《期权激励在民办高校队伍建设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侯红梅（南通理工学院） 

《江苏高教》  2017年第8期 

20.《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创新模式及风险分担机制》[论文] 

吴婷婷（南通大学） 

《农村经济》  2017年第2期 

21.《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调整》[著作] 

印梅（南通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7年2月 

22.《R&D投入与江苏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和修正

的C-D函数模型》[论文] 

包耀东（南通理工学院）、陈俊生（南通理工学院）、陈丽珍（江苏

大学） 

《财会月刊》  2016年第27期 

23.《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新特征与中国企业价值权力争夺》[论文] 

陆颢（南通职业大学） 

《企业经济》  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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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纪法协同：净化政治生态的逻辑实践》[论文] 

蔡娟（南通大学） 

《探索》  2017年第2期 

25.《价值、现状与重构：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之探讨》[论文] 

王栋（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倪子昊（南通市通州区监察委员

会）、张涛（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中国司法鉴定》  2017年第4期 

26.《住宅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切片》[论文] 

张馨（南通大学）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7年第1期 

27.《建设马克思主义廉洁型执政党研究》[著作] 

黄红平（南通大学）、吴世丽（南通大学）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6年7月 

28.《〈道德经〉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 [论文] 

王慧英（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余盛祥（炎黄职业技术学院） 

《文教资料》  2017年第28期 

29.《〈楚词笺注〉点校》 [著作] 

王舒雅（南通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30.《独树一帜非羞颜——范伯子诗学体系论略》[著作] 

黄伟（南通大学）、吴翔（南通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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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欧阳予倩南通戏曲改革活动探赜》[论文] 

郭丰涛（南通大学） 

《戏剧文学》  2017年第10期 

32.《广告主的身份建构：历史社交语用学视角》[著作] 

王雪玉（南通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33.《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及其现代美学意义》[论文] 

王展（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学报》  2016年第2期 

34.《张謇的慈善事业及其当代价值》[论文] 

刘泓泉（南通大学） 

《南通大学学报》  2016年第5期 

35.《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禁止劝诫类否定副词的习得考察——以韩、

日、英、越南语母语学生为例》[论文] 

刘相臣（南通大学）、丁崇明（北京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  2017年第16期 

36.《南通寺街历史街区之文化资源研究》[论文] 

丁云（南通科技职业学院）、韩海龙（南通科技职业学院）、张军（南

通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濠阳居民委员会） 

《人文天下》  2017年第15期 

37.《张謇诗选注》[著作] 

沈振元（海门市张謇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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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38.《海门农民增收百村千户调查》[调研报告] 

王书芬（中共海门市委党校）、陈新华（中共海门市委党校）、成青

青（中共海门市委党校） 

2017年9月 

39.《南通科创企业投贷联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调研报告] 

季晶晶（南通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顾钰辉（南通市人民政

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黄晓鹏（南通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陈丽

（南通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7年9月 

40.《紧抓重点产业发展，提升项目建设水平——关于南通推进“3+3”

产业发展的研究报告》[调研报告] 

陈晓峰（南通大学） 

2016年5月 

41.《南通市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障碍及突破对策研究》[调研

报告] 

林瑶（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 

2017年12月 

42.《南通“放管服”改革成效调研评估报告》[调研报告] 

张莉云（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单钧（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

顾双娇（国家统计局南通调查队）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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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劳动力价格变动趋势及影响研究——以江苏省南通市重点产业

为例》 [调研报告] 

苏永照（南通大学）、李明（南通市物价局）、施惠惠（南通市物价

局）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7年第6期 

44.《关于南通市县两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研究与建议》[调

研报告] 

樊耀（南通大学）、黄元宰（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7年7月 

45.《提升南通市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水平研究》[调研报告] 

石松华（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蔡小鹏（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2017年7月 

46.《打通城市基层党建“最后500米”——南通市崇川区莱茵雅苑小

区自治的实践与启示》[调研报告] 

冯思遐（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姜勇（中共南通市委办公室） 

2016年8月 

47.《基于区域职业教育创新实践对完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政策建

议》[调研报告] 

李进（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徐凤（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张金燕（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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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南通农业科技创新战略——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著

作] 

袁春新（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唐明霞（江苏沿江地区农

业科学研究所）、顾卫兵（南通科技职业学院）、程玉静（江苏沿江地区

农业科学研究所）、王奎山（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陈惠（江

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陆银（南通市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协会）、

吴刚（南通市农副产品加工技术协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11月 

49.《城市区级层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路径探索——以港闸区“三集

中，三到位”与“相对集中许可”改革为例》[调研报告] 

陈亮（南通市港闸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顾欢（南通大学）、

王艳（南通大学）、王琦琦（南通大学）、曹俊（南通市港闸区行政审批

局） 

2017年7月 

50.《大都市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人口流动困境及其出路——

以南通为例》[调研报告] 

戴建忠（海门市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盛东（海门市发展

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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