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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连社联发〔2019〕27 号

关于 2019年度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
资助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单位）：

经公开申报、立项评审和网上公示，市社联决定，对 2019

年度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资助项目共 152 个课题予以立项，

其中重大项目 5 项，重点项目 8 项，一般项目 25 项，自筹经费

项目 114 项（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全市应用研究资助项目一经立项，其课题《申请书》即成

为有约束力的协议。请各项目承担人对项目的构思进一步充实和

完善，按项目设计论证和市社联要求认真开展研究工作，提出有

针对性、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按期完成并报送研究成果。

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要加强课题管理,并给予研究条件和经费等

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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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项目承担人要根据市委宣传部和市社联的统一部署，按

照全市社科理论战线开展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教育

实践工作安排，从项目立项起，组织项目组成员全面参与“国情

省情市情调研基层行”实践活动，要切实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各环节重大理论实践问题，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圈题、

市委常委和部门领导命题项目等为研究方向，分赴全市各行业、

各领域开展课题调研。

3.各项目承担人须于6月30日前提交决策咨询文稿一份（电

子版报送），鼓励提前报送。（1）内容格式要求。提交的决策咨

询文稿格式参照市社联主办的社科研究成果专报平台《决策内

参》的用稿要求，突出针对性，围绕本课题组所承担课题，可侧

重课题研究的某一方面或某个具体问题，紧扣全市发展大局和市

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有借鉴意义和可操作性的对

策建议。提倡短文，文稿字数控制在 1000－2000 字，甚至可以

更短。倡导观点直抒，可直接点明问题、提出建议，可以是一条，

也可以是几条。文末请注明课题类别、课题组成员、联系信息（包

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和联系电话）。（2）转化应用及质量要

求。报送的决策咨询文稿坚持质量第一，突出应用性，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的决策咨询文稿未被《决策内参》采用的，要认真进行

修改完善，直至被《决策内参》采用；结项评审时，仍未被《决

策内参》采用的，不予结项，不再拨付资助余款。承担一般项目

和自筹经费项目的课题组报送的决策咨询文稿被《决策内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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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即可确定为合格项目。

4.2019 年 9 月 10 日前提交结项材料，其中重大项目、重点

项目、一般项目不少于 1 万字，自筹经费项目不少于 6 千字（结

项材料按申报通知中明确的有关要求执行）。

5.重大项目每项资助20000元，重点项目每项资助10000元，

一般项目每项资助 5000 元，自筹经费项目为立项不资助项目。

资助经费分两次拨付，按《连云港市应用研究资助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中明确的有关规定执行。

联系人：市社联学会部（科研中心）汪海波，地址：连云港

市朝阳东路 69 号市行政中心 338 室，联系电话：85825135，邮

箱：2751835221@qq.com。

附件：2019 年度全市应用研究资助项目立项一览表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9 年 5 月 31 日

mailto:275183522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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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全市应用研究重大课题等资助项目立项一览表（共 152 项）

一、重大项目共 5 项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101 连云港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与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张涛、吴价宝、李刚、王建林、陈研汐 淮海工学院

SLYZ19102 我市加快建设国家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研究 古龙高、樊继刚、古隆军、古璇、范郁尔 市委宣传部

SLYZ19103 我市实施“碧水”行动、深化“一河一策”的问题与对策
研究

黄宜鹤、高建、刘红、谭红、吴刚、孙峰、田静、

程文静、张晴、宋向明、刘展新
市生态环境局

SLYZ19104 加快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问题及建议
骆增翼、瞿叶庭、苏守杰、刘俊利、王锦起、徐

进利、史春林
海州实验中学

SLYZ19105 我市深入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的问题及建议 杨雪英、王洋、宋雅浪、张兵、卢娟 淮海工学院

二、重点项目共 8 项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201 （我市）中心城区产业集群发展与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易爱军、吴价宝、孙宜志、陈华、商思争、骆阳 淮海工学院

SLYZ19202 我市加快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研究 张宏远、吴卫强、翟仁祥、孙军 淮海工学院

SLYZ19203 我市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品牌的问题与建议 赵鸣、王林、王丹、程志娟、徐洪绕 市文广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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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204
我市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协调

衔接问题研究
颜金、陈兴发、高勇、许丽娜 淮海工学院

SLYZ19205 我市全力打造“中华药港”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孙京海、仲几吉、邓洪鹏、于海梅 市政府办公室

SLYZ19206 新时代大统战格局下（我市）民主党派政治建设的思考 高艳军、李铭、何苗 市委统战部

SLYZ19207 连云港绿色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A.商思争、翟仁祥、易爱军 淮海工学院

B.卢山、朱伟哲、车昱澎 市委党校

SLYZ19208 我市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尹相伦、章淼、温开宇、赵倩倩、宋海川 市发改委

三、一般项目共 25 项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301 适应新时代、服务“高质发展、后发先至”的地域文化和群体意
识研究

孙江涛、徐士林、武宜娟 连云港师专

SLYZ19302 大数据助力我市产业集聚的现状与务实研究 陈国华、江惠民、郭燕、贝金兰 淮海工学院

SLYZ19303 我市呼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对策建议 何计文、薛继坤、宣昌勇、李珊珊
淮海工学院

市社科院

SLYZ19304 我市建设宜居品质城市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朱建国、李琳、张毅、汤阳 淮海工学院

SLYZ19305 连云港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徐传东、田静、王丹丹、谭红、于成卓、程文静、

陈芹艳、施杨、张晴
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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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306 统计数据服务我市高质发展路径优化研究 郭海兵、董晓波、李连庆
市统计学会（淮

工）

SLYZ19307 从“亩产税收”探究连云港产业高质发展路径 张剑虹、汤四海、耿娟、王冲、周博 市税务局

SLYZ19308 深化连云港与台湾经济及产业合作研究 刘增涛、孙军、汤强勇、张璐 市社科院

SLYZ19309 关于加强职业培训、助推我市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高丽、张文利、刘素昕 连云港开放大学

SLYZ19310 我市加快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的问题与建议 王龙、张羽中、姚春风、唐宗鑫 市发改委

SLYZ19311 科学构建连云新城特色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思考与建议 倪亚洲、孔令泰、宋建华、宋登峰
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

SLYZ19312 我市加快发展邮轮经济、会展经济研究 吴明忠、赵鸣、尚继武、鲍林、刘芳
连云港市旅游协

会

SLYZ19313 （我市）健康城市共建体系的策略研究与分析
谢坤、李家富、张春道、陈秀芳、夏蕾、韩仲硕、

任耘辉

南京医科大学康

达学院

SLYZ19314 连云港医药产业发展分析及对策研究 王洪海、肖侠、赵妍蕾、仇小微 淮海工学院

SLYZ19315 连云港市网络社会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探索 李武、孙恺、徐芳芳、赵璐 市委网信办

SLYZ19316 我市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的问题及建议 山步芬、杨剑、王洪车、郁舒雯、苗运海
连云港中医药高

职校

SLYZ19317
廉洁政府建设背景下推进我市审计监督全覆盖的问题与对

策研究
杨成功、杨勇、刘明、仲崇鑫 市审计局

SLYZ19318 我市宣传系统政治生态建设创新研究 汪全炉、汪习伟、张 伟、杨 丽、薛继坤
市纪委监委派驻

第三纪检监察组

SLYZ19319 我市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陆翔、齐欣明、田政法、胡 进、章 典 市财政局

SLYZ19320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云港市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评价分析 贾金荣、张淑萍、孟颖 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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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Z19321 加强我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杜广庆、张瑞、慈卫超 市委党校

SLYZ19322 连云港市散葬乱埋问题治理研究 仲几吉、邓洪鹏、于海梅 市政府办公室

SLYZ19323 对赣马镇文物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 王从同、王泽祥、董淑旺、刘乙萱 赣马镇社联

SLYZ19324 板浦历史文化研究 张华敏、丁芸、徐士晴、姚祥麟、杨光玉 板浦镇社联

SLYZ19325 古海州城历史文化研究 戴学明、陈一民、李丙建、陈小燕 海州街道社联

四、自筹经费项目共 114 项

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4001 产教融合视野下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与职业院校协同培
养高技能人才的路径研究

刘为玉、陈佳山、王习娟、王琳、张钰婧 连云港工贸高职校

SLYZ194002 连云港地区出土汉代漆器研究 张小树、朱良赛 赣榆区博物馆

SLYZ194003 城市图书馆空间再造研究——以连云港市图书馆为例 姜艺超、江 震、常春秀 市图书馆

SLYZ194004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云港市农村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丁辉、丁增峰、李传义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05 连云港旅游改革创新中摄影艺术的应用研究 孔凡康、倪杏锋、张文军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06 PPP（公私合营）模式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 李萌、郭军盈、陈令超、夏秀红、高凡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07 大健康、大生态、大旅游融合发展对策研究---以连云港
市为例

李延、闫伟红、汪艺、苏永刚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08 手工艺创作对大学生工匠精神及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
—以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为例

王 玉、陈昱君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09 新时代“互联网+” 混合式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夏秀红、郭军盈、陈太广、李萌、杜平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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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4010 连云港市红色文化影响力提升研究 徐希、曹雪、陈月、汪瑾、王欣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11 基于新媒体平台的来连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 闫安阳、张 萍、周 琴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12 连云港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研究——基于清代水利碑刻
考察的启示

张家超、孔媛媛、郑硕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13 高职院校加强产教融合实践研究—以连云港地区为例 王晓雪、吴波、周琴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SLYZ194014 连云港市港口物流与城市经济联动发展研究 王春雨、蒋智凯、孙元花、王凯、陈晓华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15 新时代连云港市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研究 黄萍、李平、张纪凤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16 连云港市金融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与路
径选择

李平、黄萍、周青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17 乡村振兴背景下连云港市乡贤文化的开发和利用研究 李秀芸、杨雪英、李义良、佟瑛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18 连云港市以“高颜值”生态促绿水青山成“福祉”的对策
研究

潘晶芳、王普力、何俊武、季相星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19 连云港市大学生网络异化现象的调查研究 赵霞、徐云、阎建宁、解青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0 《西游记》文化作为我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的现
状及路径研究

朴正实、刘玉玲、严红花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1 少儿英语绘本馆的建设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意义和实践
研究

龚玉苗、石扬、、周文岭、刘燕芹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2 产教融合视域下连云港医药产业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

冯媛媛、许福泉、刘玮炜、张利民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3 连云港非物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设计研究 黄建军、申屠留芳、朱琳、刘兮兮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4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云港渔村品牌视觉设计研究 潘美秀、张大强、吴静、解健、房耀维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5 高校管理会计转型的关键路径及其案例研究 刘丽、李志良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6 基于管理会计视角的高校绩效管理模式研究 王梦姣、骆阳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7 高校内部控制体系运行评价方法的精准性研究 王娟、李志良、陈晓梅 淮海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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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人 单位

SLYZ194028 高校内控后建设时代可持续发展研究 李志良、肖侠、施沧桑、郭秀国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29 连云港市“两型”社会建设中低碳体育发展策略研究 朱江、周庆功、揣佳凡、张伦厚、徐峰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0 连云港市政治生态治理模式问题和实践优化研究 谢艳、明磊、郝芳、张元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1 连云港市社区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朱凌云、杨雪英、李义良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2 “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我市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李平、孙宜志、范海波、黄骏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3 移动技术支持的大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研究 易祯、吴美玉、周黎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4 老龄化时代连云港养老院设施产品的情感关怀设计研究 印茜文、薛建华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5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连云港为例 赵晓庆、姚琛、魏范青、何俊武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36 加强职业培训、助推我市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以汽修专
业为例、将岗前培训消化于校内的模式探索

张剑云、宋宏娟、陈燕、王中杰、单之元、顾
杰志

连云港工贸高职校

SLYZ194037 我市筑牢基础教育根基的问题与对策——以职业教育视
角下的英语学科教育为例

陈燕、宋宏娟、薛德平、张大军、丁 燕、杨 静、
邵 静、徐 冉、史玲玲、孙龑昊、周康震

连云港工贸高职校

SLYZ194038 海清寺阿育王塔相关问题研究 赵旭、刘凤桂、朱伟、边雯 市博物馆（胊海书院）

SLYZ194039 连云港市城区老年群体后职业发展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李娜、黄会琴、宋金华 连云港开放大学

SLYZ194040 体育文化在我市建设宜居品质城市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卢育田、肖玉新、唐 明、王娅琴、马建平
连云港市体育运动学

校

SLYZ194041 我市筑牢基础教育根基的问题与对策——中小学学习型
班级创新建设实践研究

王璇、武玲、郁青青、张未、沈红 连云港工贸高职校

SLYZ194042 连云港红色资源在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中价值实现途径 陈晓旭、王莲、戚建阳、邸砺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43 连云港社会治理创新研究——基于社会工作视角 戴海云、杨励、孙甲、董晓云、李雪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44 连云港医药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研究 郭琪、彭习锋、张晓、宓金磊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45 低碳时代连云港市体育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李明明、程学超、汤景瑞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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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Z194046 连云港市互联网金融风险及防范研究 孙丽俊、徐倩、光琳、宋丽杰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47 大规模减税降费对我市财政的影响及建议——减税降费
背景下连云港市财政融资性贷款业务发展的路径选择

汪琦、董志山、王文博、黄海波、蒋剑虹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48 关于加强职业培训、助推我市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以会
计为例

张洁、李颖、金苏闽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49 连云港会展经济发展的策略及保障体系研究 张莉飞、王 馥、王 婷、任燕红、朱 杰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50 我市医药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及对策研究 张晓、彭习锋、郁云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51 “互联网+”背景下连云港农村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赵晶、蒋晶、董晓云、光琳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52 连云港本土区域性连锁超市供应商管理优化分析 伏星、陈尚金、赵晶、王冬青、潘东旭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53 连云港市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策略研究 王晓乐、焦微家、滕罕、石琳、陈勤飞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54 “一带一路”背景下连云港高职院校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英
语学习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庞莹、翟月、马成、钱明耀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55 将王继才先进事迹融入思政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以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职校为例

王洪车、于菲、赵雪、刘晓宇、李灿、钱永梅、
王艳、孙中秀

连云港中医药高职校

SLYZ194056 推动我市集中供热城市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王连帅、骆军、金立洲、张春明 市市政公用有限公司

SLYZ194057 以《镜花缘》近代语言应用研究助推连云港“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品牌建设----以文本中的量词短语为例

叶 川、徐 伟、张永义、郭 剑、王志蔚、
安俊丽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58 高校在我市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品牌中的作用研究 万连增、刘晓曦、尹菲、李传江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59 打造连云港宜居宜游海滨城市环境的品牌 张琪、李丽、高飞、李秀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0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连云港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究

刘娟、买艳霞、杨静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1 以国家级非遗之力助推港城文化高质发展---海州五大宫
调的高校传承与保护研究

冯继、祁锡峰、刘敏、候卜文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2 我市发展“互联网+特色农业”的思考与建议 孙月洪、董自涛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3 基于 UGK 共同体的卓越幼儿教师培养体系的研究 赵宜君、杨丽娟、张小丫、刘亚玲 连云港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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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Z194064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推动发展校企合作研究新模式 吴雨荣、陈叶廷、曹艳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5 我市加快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陈磊、 王丽萍、 许梅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6 高职院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机制研究——
以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马黎艳、冯继、武海蓉、项筱波、刘敏、刘燕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7 连云港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情感叙事案例研究 王琰、徐扬辉、李秀、王曼丽、王思颖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8 连云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李谊、张乾清、臧蕾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69 连云港地方师范院校幼儿园师资培训研究 姚恺帆、刁彭成、赵宜君、周玲萱、孙安若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0 我市筑牢基础教育根基中教师的心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陶醉、王妍妍、岳芯羽、孙虎林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1 民国时期连云港历史研究 陈朝晖、杨文革、刘阳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2 连云港晚清历史现状研究 张文凤、阎建宁、张家超、石荣伦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3 我市“一带一路”支点建设中高校留学生文化交流的意义
与建议

王俪璇、刘晓曦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4 全域旅游视域下花果山街道创建“体育+旅游”运动休闲
特色小镇的可行性研究

徐云、潘冬、赵霞、房强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5 依托连云港市城市特色的大健康与大生态、大旅游深度融
合研究

潘冬、徐云、王志成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6 小学英语阅读现状及策略浅析— 以连云港市为例 苏琴、万连增、徐仲秋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7 连云港市学前双语师资培养途径研究 糜艳庆、蒋咏梅、刘 媛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78 我市开展红色文化志愿工作的实践研究——以“小堆车”
志愿者协会为例

武甜甜 市革命纪念馆

SLYZ194079
连云港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的思考与探讨
王娜、王爽、李守刚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80 连云港市幼儿园西游记文化的环境创设 李丽、李秀、张琪、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81 我市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思考与建议 岳芯羽、武丹、陶醉 连云港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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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Z194082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云港市农村人居环境现状及评价分析 孙文静、袁贵礼、沈春梅、解青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83 我市重点推进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建设的问题与建议
许彬山、陈东奎、祝泉、王祥瑞、于洋洋、张
晓东

市发改委

SLYZ194084 我市建设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性国际物流枢
纽问题研究

何雁、焦微家、马晓伟、王晓乐、王 伟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85 我市加快建设东方大港的思考与建议 张译文、光琳、赵亮、孙丽俊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86 建设连云新城“一带一路”交汇点大数据产业园的思考与
建议

王晓蓉、范翠梅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87 我市高质量推进中哈物流园区建设的问题与建议 潘东旭、宣昌勇、伏星、王冬青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88 我市推动大健康与大生态、大旅游深度融合研究 张贵新、周玉刚、郑伟振、任重远、徐启 市城建控股集团

SLYZ194089 连云港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影响
研究

朱学锋、沈东、任燕红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90 我市筑牢基础教育根基的问题与对策 史秀丽、金鑫、易祯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91 连云港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A.陈秀芳、夏蕾、谢坤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
院

B.徐苏、徐雪莲、董燕 淮海工学院

SLYZ194092 关于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改革的调查研究 孙峰、吴刚、陈芹艳、王丹丹、刘红、施杨 市生态环境局

SLYZ194093
推动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问题

及建议
王馥、王星飞、张莉飞、赵李化、朱 杰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094 我市实施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的问题及对策 徐学鸿、吕修军 赣榆区史志办

SLYZ194095 推进连云港与台湾文化交流促进心灵契合研究 刁彭成、 丁琼 连云港师专

SLYZ194096 大规模减税降费对我市财政的影响及建议 王建林、高峰、李志良 淮海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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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Z194097 我市防控化解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A.陆普桂、刘益鸣、刘懿、林新 市金融控股集团

B.唐亮、王琳、于同亚、洪燕、李兵、白桂彩、
王琦、刘伟伟

连云港工贸高职校

SLYZ194098 我市推动巡察与审计“巡审结合”监督机制的问题研究 孙桂伟、庄晓萌、苗思宇、蒋冬学、李小桐 市审计局

SLYZ194099 我市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品牌的问题与建议 王晶晶、张红丽、刘洁、张舒、顾文静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100 我市全力打造“中华药港”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A.薛洋奎、孔德新、董建国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

院

B.滕罕、周立岩、姚伟坤、纪燕、陈勇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101 连云港绿色经济（港口）发展评价研究 孟庆亮、张怡跃、苗洁、刘素昕、席淮时 连云港开放大学

SLYZ194102 我市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A.毛春元、何计文、刘强、马清涛 淮海工学院

B.王继顺、闫敏伦、朱海燕、孙晓松、朱鹏程、

李步军、王平
连云港师专

SLYZ194103 我市呼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对策建议 万薇、赵桂、刘青、赵虎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04 我市建设宜居品质城市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孙会、孙巨传、徐永其、贝金兰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05 以环保设计理念促进连云港生态宜居城市建设的研究 薛建华、曹鹏涛、印茜文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06 连云港生态环境问题与对策研究

A.房晓梅、张虹、王从帅、李传义、张虹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B.刘勇、黄治东、张君、王从帅、王普力 淮海工学院

C.王超锋、颜金、黄鹏 淮海工学院

D.王泉月、周桂芹、沈春梅、解青 淮海工学院

E.潘浩、周希全、王传高、张永义 连云港师专

SLYZ194107 统计数据服务我市高质发展路径优化研究 刘青、张元良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08 我市加快建设综合交通枢纽的问题与建议 成诚、王班超、单联宏、周子善 连云港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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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YZ194109 我市加快发展邮轮经济、会展经济研究 韩曙平、郭军盈、苏静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10 （我市）健康城市共建体系的策略研究与分析 王朋才、宣昌勇、王鹏福、高玲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11 连云港医药产业发展分析及对策研究 刘连喜、余燕、韩春艳、闫黎明、武倩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SLYZ194112 连云港市网络社会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探索 易丹丽、杨雪英、黎汉杰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13 我市大力倡导全民阅读的问题及建议

A.李蓬、刘勇、殷然 淮海工学院

B.王萌、王路、周文岭、杨艳 淮海工学院

C.孙卓然、朱自强、卢新杰 淮海工学院

SLYZ194114 我市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A.蔡阳、傅海旭、张瑞龙、周宏达、仇小微 淮海工学院

B.李颖、张洁、谭函梅、高玲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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