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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形

式
申报人 工作单位

新闻标题的主观性：语用身份论视角 著作 吴珏 常熟理工学院

功能认知视域下日语元话语分析与应用研究 著作 杨秀云 常熟理工学院

普通话影响下汉语方言音类的重新分化 论文 金耀华 常熟理工学院

供给侧改革中工业企业降成本动因分析 论文 吴敏艳 常熟理工学院

陇右民间教育学 著作 郭建耀 常熟理工学院

论域、问题与应对：城市新建社区协同治理的
逻辑理路透析

论文 朱卫卿 常熟理工学院

区域品牌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著作 司子强 常熟理工学院

高校青年教师的心理压力来源及缓解策略 论文 刘贤敏 常熟理工学院

自利的三种形式 论文 陈张壮 常熟理工学院

精神生态与散文演变：1976-2010 著作 周红莉 常熟理工学院

    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申报工作已经结束。根据《江
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规定，现将通过形式资格审查的申报
成果向社会公示，时间为2020年8月1日至8月10日。
    公示期间，如对申报成果的著作权和学术规范等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
向我办反映，并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须提供本
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 （我办将予以严格保
密），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通讯地址：南京市虎踞北路185号 双门楼宾馆（邮编：210003）
              省社科评奖办（临时办公处）
    联系电话：025-83125985 
    联 系 人：王军  葛蓝

                                        江苏省社科评奖办公室
                                           2020年8月1日

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申报成果公示



地方本科院校内涵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 论文 闫祯 常熟理工学院

东南亚语言区域的双及物结构类型及其成因 论文 柳俊 常熟理工学院

皖南方言中的“着”“了”交替现象 论文 王健 常熟理工学院

明代公文理论研究 著作 肖虹 常熟理工学院

从严天池《云松巢集》看虞山琴派发轫期的古
琴文化生态

论文 王小龙 常熟理工学院

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认同——论顾颉刚的民众观 论文 朱洪涛 常熟理工学院

论李劼人小说对晚清“现代性”的延续 论文 包中华 常熟理工学院

清人编选的文章选本与文学批评研究 著作 孟伟 常熟理工学院

从家学与师承看“二冯”诗学的“七子”派渊
源

论文 李亚峰 常熟理工学院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
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 马军伟 常熟理工学院

江苏养老服务产业面临的有利条件挑战及其对
策

研究报
告

张国平 常熟理工学院

大学经典阅读推广模式效果的实验对比研究 论文 朱原谅 常熟理工学院

纪念国家标准《索引编制规则（总则）》实施
十周年（系列论文）

论文 王雅戈 常熟理工学院

乡村振兴视阈下苏州新型职业农民职业生涯管
理探索与实践

研究报
告

童举希 常熟理工学院

论余泽民小说《纸鱼缸》的创新艺术 论文 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

语料库在翻译专业本科生翻译能力建设中的应
用研究

著作 朱晓敏 常熟理工学院

从《同一堂课》谈综艺节目的融合发展 论文 熊丽娜 常熟理工学院

“人的解放”理论的出场路径与意识形态批判
方法的现实检验——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导言》

论文 徐志坚 常熟理工学院

我国教研员专业发展的思考 论文 花文凤 常熟理工学院

菅原道真百韵诗与杜甫百韵诗比较研究（系列
论文）

论文 王京钰 常熟理工学院



原生艺术在绘画治疗中的非理性之美——南京
社区艺术工作室原生艺术实践

论文 赵澄 常熟理工学院

明清之际文人的集群关系变异及其诗界影响 论文 蒋东玲 常熟理工学院

福山村史话
普及成
果

陆文龙 常熟市海虞镇福山中学

琴川家风：常熟历史上的家规家训
普及成
果

陆乾元
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海虞清风：中国历史上的常熟籍监察官
普及成
果

陈建东
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法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方法 论文 朱垭梁 常州大学

理雅各英译《中国经典》话语实践与中国文化
形象构建

著作 尹延安 常州大学

新时代江苏新型研发机构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马雪荣 常州大学

法官绩效考评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变革方向 论文 张建 常州大学

江苏全面提升化工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战略思路
与关键举措研究

研究报
告

姜国刚 常州大学

员额制下法官的职业认同实证研究——基于在
安徽省某市法官员额制试点法院的调查

论文 夏纪森 常州大学

社会治理中的合作：共享裁量权与模式选择 论文 沈杰 常州大学

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外部技术与内部研发协同管
理研究

著作 王文华 常州大学

城市群制造业服务化的空间演化与均衡路径—
—来自苏南的证据

论文 季小立 常州大学

Modelling volatility recurrence intervals 
in the Chinese commodity futures market
（我国商品期货波动率的重现期研究）

论文 周伟杰 常州大学

儒家的情怀与担当：胡思敬研究 著作 李泽昊 常州大学

欠税公告的法律规制与司法救济 论文 黄建文 常州大学

从“德性”到“个性”——“德性”和“道德
”的区分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古今断裂

论文 胡志刚 常州大学

不确定性冲击与企业投资动态——来自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论文 徐光伟 常州大学

基于COCA语料库的汉语拼音词语海外传播情况
考察

论文 王丹 常州大学



高管变更、竞争战略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
战略耦合的视角

论文 谭瑾 常州大学

互联网时代城镇养老服务新观念：老年社工服
务与数据挖掘

著作 江士方 常州大学

中国管理情境的积极组织行为：理论与实践 著作 张宏如 常州大学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国家义务研究 著作 周忠学 常州大学

巨灾的可持续恢复——“汶川地震”对口支援
政策案例研究

论文 翟进 常州大学

君子的养成（上、下）
普及成
果

徐新意 常州大学

江苏地方文化史·常州卷 著作 葛金华 常州大学

苏南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调查研究 著作 徐勤儿 常州大学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数字媒体艺术发展趋势研究 论文 李淑英 常州大学

铁人精神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铁人精神
十讲

著作 刘晓华 常州大学

康拉德小说的英雄母题新探——以《吉姆爷》
和《诺斯托罗莫》为中心

论文 周小川 常州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法治保障研究 论文 莫良元 常州大学

产品设计中的创意美学及实践探究 著作 张春明 常州大学

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工具研究 著作 李明 常州大学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江苏市域货运物流空间
关联格局演变分析

论文 邓淑芬 常州大学

基于资源拼凑的社会创业企业成长机制 著作 彭伟 常州大学

政府性基金课征法治化研究 著作 田开友 常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
说——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与“辅件”

论文 樊宏法 常州大学

论百万扩招与新时代农民工学历教育 论文 薛峰 常州大学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现代化
思想初探

论文 宋林飞 常州大学



施佩特和雅各布森学术渊源之对比研究 论文 王新朋 常州大学

疏论财税法治的法哲学观 论文 李俊英 常州大学

居家智慧养老标准框架与发展模式研究——基
于长三角地区的调查

研究报
告

马继迁 常州大学

新时代数字媒体艺术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杨朝政 常州大学

中国石化行业驱动发展能力研究 著作 王卫星 常州大学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独立审查机制研究 论文 阮丽娟 常州大学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与利用FDI的协同发展研究 著作 黄传荣 常州大学

西方理性观念的困境及马克思的批判路径 著作 陆恒 常州大学

设区市创建运动健康城市研究——以常州市建
设运动健康城市为例

研究报
告

孟令刚 常州大学

提升突发事件语言应急能力 论文 方寅 常州大学

基于EEG和动作分析的手工装配线易疲劳工序 论文 商滔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图册设计法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论文 王静渊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多雷动机激发理论的实证性与适应性研究——
基于江苏省高校学生高年级阶段的跟踪调查

论文 王志敏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十二生肖文创产品设计研究 论文 薛晓霞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生命的凝视——乔治·西格尔《电影海报》的
图像视角

论文 何卫平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苏锡常产业集群与高职教育的互动发展研究 论文 丁才成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职学生价值观养成探析 论文 程伟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日本学生日常活动实态及启示 论文 高馨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 著作 欧汉生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当代金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评析 著作 李枫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跨界创新训练实践与分析 著作 陈功 常州工学院

跑步健身中的身体管理与理性化——一项基于
马拉松跑者的质性考察

论文 王健 常州工学院

当代大学生法律素养提升研究 著作 沈伟民 常州工学院

新媒介视域下苏南地区手工艺类非遗传播策略 著作 邢丽梅 常州工学院

“双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评估研
究

著作 许珂 常州工学院

地方应用型高校专业建设的应然求索 论文 周嘉禾 常州工学院

建国初期劳资关系问题的“经济”维度——
1953、1954年上海市私营企业中“反对经济主
义”问题初探

论文 张建才 常州工学院

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 论文 姚彦琳 常州工学院

数字化背景下电脑音乐制作与传统作曲创作手
法结合方式研究

著作 富全伟 常州工学院

革命历程中的人格彰显——评电视连续剧《开
国元勋朱德》

论文
欧阳一
菲

常州工学院

梁漱溟新乡村组织的伦理探析 论文 夏天静 常州工学院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著作 孙晓轲 常州工学院

苏南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印兴娣 常州工学院

肖恩·塞耶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阐释及其
启示

论文 高玄 常州工学院

江苏交通运输产业节能减排效率估算、预测与
政策设计研究

研究报
告

曹国 常州工学院

“规训真的是一种恶吗”——教育规训的伦理
学分析

论文 王雅丽 常州工学院

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四维导向 论文 钱正武 常州工学院

我国体育产业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研究——
基于“林张之争”的框架

论文 白杨 常州工学院

韩素音的抗战记忆——译读《目的地重庆》 著作 单旭珠 常州工学院

“探求者”的创作困境与文学焦虑 论文 陆克寒 常州工学院



论高校专业教师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协同育
人机制的构建

论文 朱江 常州工学院

高校学生榜样激励教育机制的建构 论文 朱建国 常州工学院

国展标准与大众传播——30年来中国艺术节美
术展览综述与思考

论文 朱亮亮 常州工学院

张爱玲为何独赏苏青——兼论《两条鱼》的艺
术技巧

论文 钱亚玲 常州工学院

华人华侨与“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共赢研究
研究报
告

汪群 常州工学院

（译著）食物与科学的美味邂逅 著作 徐灵芝 常州工学院

环境图形设计：从导视到体验图形 著作 何玉莲 常州工学院

新时代苏商企业家精神形成、演化与传承创新
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徐德力 常州工学院

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离开——学前教育专业男生
毕业流失问题的背后

论文 杨晓岚 常州工学院

应用型大学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论文 曹雨平 常州工学院

常州市营商环境评价及优化建议
研究报
告

汤正华 常州工学院

“一院一镇，百团百企”在行动
研究报
告

谢金楼 常州工学院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及提升对策研
究

著作 钱炳 常州工学院

常州地名历史文化大辞典 著作 马树杉 常州工学院

应用型高校师资队伍与产教融合共生发展研究
与实践

研究报
告

金向红 常州工学院

“适合的教育”：新时代高职教育的价值取向 论文 檀祝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与研究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差异
研究

论文 王石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教育现代化：从理念到行动 论文 缪昌武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教育现代化的江苏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路
径研究

论文 王正华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行企校共建联合学院人才培养路径探
析——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论文 李兵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产教深度融合平台建设路径选择与运行管
理机制的研究—以常州科教城模具智能制造基
地为例

论文 陈叶娣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非功利性创业价值观培育的路径研究—
—基于高校思政教育

论文 吴颖哲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民国油画中的西湖题材及其价值 论文 包洋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化解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困难及对策建议 论文 谢仲凡 常州市财政局

新时期地方财政“开源”措施探讨
研究报
告

刘月冬 常州市财政局

常州城市管理志 著作 吴建荣 常州市城市管理局

常州史稿 著作 臧秀娟 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毓秀钟楼地名考
普及成
果

季全保 常州市民俗学会

常州城门与古桥 著作 王莉 常州市民政局

幼儿混龄教育实践研究 著作 冯雅静 常州市鸣珂巷幼教集团

分享教育的意蕴 著作 杨文娟 常州市实验小学

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 著作 张加林 常州市司法局

市场潜力的经济影响：新经济地理的中国实践 著作 周犀行 常州市委党校

“常州三杰”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研究报
告

吴继康 常州市委宣传部

运河•乡愁
普及成
果

陈涛 常州市委宣传部

常州名园录
普及成
果

薛焕炳 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

武进改革开放40年 著作 陈蓉
常州市武进区委党史工
作委员会

社科名家谈社科
普及成
果

朱明辉
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2019年全国高职学校落实扩招任务情况调研报
告

研究报
告

李春华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Mode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高职院校信息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
与实践）

论文 鲁少勤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从陌生人到共同体——孔子及其弟子师生关系
伦理性质考论

论文 李薇薇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现实、理念、路
径与反思

论文 丁振中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供应链多边合作如何创造价值：来自物流企业
供应链多边合作的实证研究

著作 戴建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给你一双慧眼
普及成
果

刘磊森 丹阳市第六中学

丹阳教育家研究丛书（共三册） 著作 笪红梅 丹阳市教育局

自在流韵：“自然·自主·自在”理想教育追
寻

著作 诸华平 丹阳市实验学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探
普及成
果

姜伟 丹阳市委党校

聚焦“四个维度”和“关键一招” 破局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打造“特
田”路径分析

研究报
告

朱利霞 丹阳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理性精神积淀 论文 涂亚峰 东南大学

不惑之路：伦理经典与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研究 著作 庞俊来 东南大学

自然地理约束、土地利用规制与中国住房供给
弹性

论文 刘修岩 东南大学

中国艺术史料学 著作 尹文 东南大学

是欣赏艺术，还是欣赏语境？——当代艺术的
语境化倾向及反思

论文 卢文超 东南大学

问题蕴含与情境关涉——杜威探究理论的科学
实践哲学意义

论文 刘敏 东南大学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产业与人口 著作 吴一超 东南大学

中国产能过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著作 冯伟 东南大学

论康德的许可法则 论文 刘作 东南大学

江苏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路径优化及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浦正宁 东南大学

企业创新管理 著作 王茂祥 东南大学

（译著）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
研究的新方法

著作 杜运周 东南大学

公平与效率：医疗服务资源均等化 著作 赵林度 东南大学



日本大学办学个性化研究 著作 李昕 东南大学

西方艺术研究方法论 著作 郁火星 东南大学

责任清单编制规则的法治逻辑 论文 刘启川 东南大学

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虚拟语气加工的ERP研究—
—以it引导的主语从句为例

论文 李霄翔 东南大学

景区智慧旅游系统使用意愿研究——基于整合
TAM及TTF模型

论文 徐菲菲 东南大学

互联网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著作 高彦彦 东南大学

当前中国青年精神生活质量调查研究 著作 廖小琴 东南大学

精准识别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论文 张颖 东南大学

以“合”为贵？合作文化与企业创新 论文 潘健平 东南大学

社会化电子商务 著作 张玉林 东南大学

网络欺凌现象与青少年网络欺凌的法律预防 论文 陈美华 东南大学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论文 洪岩璧 东南大学

主题学介入艺术史学方法与理论研究 著作 赫云 东南大学

《考工记》造物思想与图案学关系研究 论文 李蓓蕾 东南大学

Modulation of brain response to peer 
rejection by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 
exploratory study（拒绝敏感性对同伴拒绝脑
反应的调节作用：一项探索性研究）

论文 冷玥 东南大学

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论文
欧阳本
祺

东南大学

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
的批判与超越

论文 高广旭 东南大学

马克思的承认概念解读：从《巴黎手稿》到《
大纲》

论文 陈良斌 东南大学

复杂金融网络与系统性风险研究 著作 李守伟 东南大学



（译著）欧洲园林设计：从古典到当代 著作 谭瑛 东南大学

民生保障的国家义务研究 著作 龚向和 东南大学

信息系统应用能力与企业竞争力 著作 仲伟俊 东南大学

现代医疗技术的“身体”伦理 论文 蒋艳艳 东南大学

土地征收决定不是终裁行为——以行政复议法
第30条第2款为中心

论文 熊樟林 东南大学

中国伦理道德发展数据库
研究报
告

樊和平 东南大学

境遇论在生命伦理学的应用研究 著作 邵永生 东南大学

行政契约履行争议适用《行政诉讼法》第97条
之探讨

论文 于立深 东南大学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一般劳动”概
念的四个层次

论文 翁寒冰 东南大学

中国古代技术批判的三种范式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杨洋 东南大学

房产全寿命周期管理与BIM技术应用 著作 袁竞峰 东南大学

论《逻辑哲学论》的形而上学性 论文 郭洪体 东南大学

走出自然状态：康德与公共法权的证成 论文 卞绍斌 东南大学

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著作 耿有权 东南大学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多重原因研究 论文 易波 东南大学

中国墓室壁画史论 著作 汪小洋 东南大学

Wine tourism involvement: a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tourists（葡萄酒旅游者的心理沉
浸感：基于中国旅游者的分类）

论文 顾秋实 东南大学

公法上的姓名权 著作 刘练军 东南大学

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创新
综论

著作 袁久红 东南大学



相安无事还是轮流坐庄：双寡头动态默契合谋
的实验研究

论文 汪敏达 东南大学

空间视角下《雪》中的人物身份研究 论文 许克琪 东南大学

研发支出资本化或费用化：税收视角的解释 论文 王亮亮 东南大学

转型时期的公共卫生与社会管理——以煤矿业
结核病防治为例

论文 夏林 东南大学

特色小镇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研究
研究报
告

顾欣 东南大学

人性化的符号：动画经典形象研究 著作 傅丽莉 东南大学

中国重大建设项目的问题与出路——基于美学
的视角

论文 季欣 东南大学

The relations of migrant status and 
parenting to Chinese adolescents' 
adjustment（流动状态、父母养育与中国青少
年适应的关系）

论文 张光珍 东南大学

法益自决权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边界 论文 冀洋 东南大学

劳动价值论视角下的危机与反抗——卡利尼科
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理解

论文 蒋天婵 东南大学

中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著作 钱小平 东南大学

学前儿童自我控制与社会适应 著作 梁宗保 东南大学

国际工程政治风险评价与控制 著作 邓小鹏 东南大学

“行政主导”到“学术为本、权力共治”——
从《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看中国高校治
理结构

论文 张胤 东南大学

从图像到文学——西方古代的“艺格敷词”及
其跨媒介叙事

论文 龙迪勇 东南大学

“三权分置”理论反思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困境
的解决路径

论文 单平基 东南大学

Managing Retail Shelf and Backroom 
Inventories when Demand Depends on the 
Shelf-Stock Level（需求与货架库存相关时货
架库存与仓库库存的管理研究）

论文 薛巍立 东南大学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规划 著作 熊国平 东南大学

江苏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研究报
告

徐盈之 东南大学



Contracts and Coordination: Supply Chains 
with Uncertain Demand and Supply（契约与
协调：供需不确定下的供应链）

论文 何勇 东南大学

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 著作 孟凡行 东南大学

中国开发区在非洲：中非共建型产业园区发展
与规划研究

著作 王兴平 东南大学

社会技术转型与中国自主创新 著作 夏保华 东南大学

From Law to Politics: Petitioners' 
Framing of Disputes in Chinese Courts（从
法律到政治：中国法院信访人如何表达纠纷）

论文 冯煜清 东南大学

从艺术资源到产业品牌：民间艺术的传承创新 著作 秦璇 东南大学

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 著作 于薇 东南大学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y,Environment and Energy Policy
（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环境与能源政策）

论文 赵驰 东南大学

《史记》金陵书局本与点校本校勘研究 著作 王华宝 东南大学

南京强化城市老旧小区精细化治理研究
研究报
告

李德智 东南大学

学校资源的均衡配置是否能够促进城乡教育结
果的均等？——来自我国四省市的证据

论文 黄亮 东南大学

从纽约、华盛顿的艺术馆看美国当代艺术的文
化策略

论文 张乾元 东南大学

空间集聚与企业出口：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的经验研究

论文 邱斌 东南大学

Perceptions of research integrity and the 
Chinese situ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biomedical researchers in 
Europe（对科研诚信和中国现状的认知：在欧
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深度访谈）

论文 乙楠楠 东南大学

The social practice of medical guanxi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patient–
physician trust in China: an 
anthropological and ethical study（关系就
医的社会实践和中国医患信任：一项人类学和

论文 邹翔 东南大学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 著作 江其玟 东南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画家中西方知名度比较研究 论文 甘锋 东南大学

精准扶贫：共享发展理念下的研究与展望 论文 孙迎联 东南大学



Problematis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non-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中国高校非英语外语
专业教育发展刍议）

论文 韩亚文 东南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科技创新发展的实践与路径 论文 袁健红 东南大学

世纪之灾与人类社会：1900-2012年重大自然灾
害的历史与研究

著作 何志宁 东南大学

当代西方生命政治研究的几种范式 论文 陈硕 东南大学

基于法定碳排放权配额经济实质的碳会计构想 论文 涂建明 东南大学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建设模式及经验推广
研究报
告

杨文喜 高邮市人民政府

税收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初探
研究报
告

丁源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
务局

税收视角：包容审慎 为平台经济发展留足空间 论文 宋永生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经济
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新个人所得税实务与案例 著作 吴健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
务局

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新工业革命的分析视角

论文 成青青 海门市委党校

身体的数据化：可穿戴设备与身体管理 论文 宋庆宇 河海大学

公职人员就职宣誓的效力与责任——基于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04条解释的分析

论文 周斯佳 河海大学

（译著）印度环境司法：国家绿色法庭 著作 李华琪 河海大学

中国环境社会学：借鉴西方与挑战未来 论文 黄齐东 河海大学

实证视角下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研究 著作 王春业 河海大学

促进儿童发展：福利政策与服务模式 著作 亓迪 河海大学

江苏省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6 著作 黄健元 河海大学

都市景观书写与美国都市文学 论文 张海榕 河海大学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转型路径与对策研究 著作 余菲菲 河海大学

面向国家公共安全的互联网信息行为融合治理
模式

论文 邓建高 河海大学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要素及其演
变：一个社会分析框架

论文 孙中艮 河海大学

南京市美丽乡村建设和运营模式研究
研究报
告

王旭波 河海大学

走向能力政治构建：西方政治构建理论研究 著作 杨正联 河海大学

延迟退休年龄：现实需要、障碍破解及社会经
济效应

著作 王欢 河海大学

飞地经济与共建园区：苏沪合作试验区规划前
期研究

著作 秦贤宏 河海大学

自己人还是自家人？——一项关系传播的本土
研究

论文 张杰 河海大学

外派人员文化智力对外派绩效的影响研究--基
于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实证

论文 李卉 河海大学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land use based on the 
DEA method and the PLS-SEM model--A case 
study of 35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in China（基于DEA和PLS-SEM模型的城市土地
利用效率评价与驱动因素分析——以中国35个

论文 朱新华 河海大学

中小企业自主品牌成长路径与政策扶持工具 著作 黄永春 河海大学

教育治理的社会逻辑：木丰中学“控辍保学”
的个案研究

著作 沈洪成 河海大学

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新时代文化自信认同性
生产机制

著作 颜玉凡 河海大学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社会企业介入养老服务：
理论、优势与路径

论文 李静 河海大学

“宁聚计划”背景下全面两孩生育配套政策研
究

研究报
告

陈绍军 河海大学

中国水利人才发展的政策与措施研究
研究报
告

邓玉林 河海大学

业主大会瑕疵决定撤销制度之检讨及完善 论文 陈广华 河海大学

流域初始水权耦合配置方法研究 著作 吴凤平 河海大学

In search of the 'Aha!' experience: 
Elucidating the emotionality of insight 
problem-solving（寻找啊哈体验：阐明顿悟问
题解决中的情绪性）

论文 沈汪兵 河海大学

河道水资源资产确认及计量模型研究 论文 沈菊琴 河海大学

河海大学图书馆史 著作 余达淮 河海大学



总量控制约束下江苏省用水结构演变与调控策
略研究

研究报
告

张玲玲 河海大学

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挑战

论文 孙海涛 河海大学

Whe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meets local 
connec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当跨国
学术流动邂逅本土关联：来自中国的证据）

论文 李峰 河海大学

风暴潮灾害损失评估及救助体系
研究报
告

张鑫 河海大学

水库工程农村移民城镇化安置研究 著作 施国庆 河海大学

Consensus efficiency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and its optimal design（群体共识决策效率
的比较研究及其优化设计）

论文 张恒杰 河海大学

思想实验研究：以当代科学前沿为背景 著作 赵煦 河海大学

不动产财产权征收衡平补偿研究 著作 李祎恒 河海大学

创新创业视角下博士后制度发展研究 著作 李晓东 河海大学

农村空巢老人互助养老：社会资本的缺失与补
偿——基于苏北S县“老年关爱之家”的经验分
析

论文 陈际华 河海大学

“项目进村”乡镇政府选择性供给的后果及其
矫正

论文 曹海林 河海大学

水资源协商管理与决策 著作 王慧敏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 著作 李宁 河海大学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水权市场有效性研究 论文 潘海英 河海大学

道德教育“困境讨论”模式在“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

论文 张静 河海大学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多主体冲突放大问题与
治理

著作 黄德春 河海大学

“立德树人”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方略 论文 戴锐 河海大学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意识的演进与展望 论文 郑黎明 河海大学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观 论文 刘学坤 河海大学

自我与理性：现象学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著作 张小龙 河海大学



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
研究报
告

李伟 淮安市洪泽区委党校

要素式审判方法之改进及其运用——提升民事
庭审与文书制作效率的新思路

论文 滕威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关于发展生态休闲产业的思考
研究报
告

卫祥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

关于完善企业职工退休审批政策的思考
研究报
告

王海涛
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学会

建设文博馆群 传承运河文化 推进文旅融合—
—基于“运河之都”淮安的研究

研究报
告

朱鸿雁 淮安市社会科学研究室

挺起“崛起江淮”的交通脊梁——关于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调研思考

研究报
告

程福康 淮安市委办公室

展示“象征意义”的实践与思考
研究报
告

费香峰
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公共管理主体与工具问题研究 著作 刘东杰 淮安市委党校

淮安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论稿 著作 周海生 淮安市委党校

淮安市挖掘利用红色资源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
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

蔡宗溢 淮安市委党校

五种改革异化现象亟待治理
研究报
告

张一洲 淮安市委党校

关于加快淮安台资集聚示范区转型升级的路径
研究

研究报
告

龚晓琴
淮安市委台湾事务办公
室

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的金湖实践
研究报
告

嵇友胜 淮安市委研究室

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必然性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视角

论文 朱洁
淮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
民族宗教委员会

元代书法家群体与复古观念研究 著作 程渤 淮阴工学院

从传统到现代：实物标符在标志设计中的转化
应用研究

著作 张光祥 淮阴工学院

中国流通业发展实证研究 著作 李晓慧 淮阴工学院

意识形态视野下宫崎骏作品解读 论文 佟姗 淮阴工学院

大企业与中国经济 著作 史修松 淮阴工学院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协同机制构建研究 论文 孙全平 淮阴工学院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opetition: 
Turning Absorptive Capacity into 
Effectiveness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ies（知识共享与合作竞争：将知识吸
收能力转化为消费电子行业的团队效能）

论文 张小兵 淮阴工学院

产品隐喻设计方法 著作 赵艳梅 淮阴工学院

应用型高校的未来 著作 孙爱武 淮阴工学院

金戈铁马：晚清以来苏州评话研究 著作 解军 淮阴工学院

“世界历史”与“世界市场”的辩证关系——
基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时空维度分析

论文 吴耀国 淮阴工学院

农村宅基地财产权实现的法律创新 论文 陈明 淮阴工学院

明代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著作 晁瑞 淮阴师范学院

明清黄运地区的河工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 著作 李德楠 淮阴师范学院

地方应用型大学特色发展目标及实现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蒋亦华 淮阴师范学院

中国古典诗歌的互文性研究 著作 焦亚东 淮阴师范学院

教育硕士培养体系创新研究 著作 曹如军 淮阴师范学院

民国时期佛教慈善公益研究 著作 明成满 淮阴师范学院

英国煤炭工业转型研究：1979-1992 著作 高麦爱 淮阴师范学院

旅游发展会推动城市空间扩展吗？ 论文 刘嘉毅 淮阴师范学院

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有效性评价研究 著作 尹达 淮阴师范学院

《资本论》劳工权益思想研究 著作 江雪松 淮阴师范学院

淮河生态经济带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研
究

研究报
告

毛广雄 淮阴师范学院

《周恩来研究史》系列丛书（共四册） 著作 汪浩 淮阴师范学院

西汉时期的漕运与水利关系浅析——从财政运
作的视角分析

论文 张捷 淮阴师范学院

西尔维亚·普拉斯诗歌中的微政治 论文 魏磊 淮阴师范学院



徐渭书法研究（上、下） 著作 贾砚农 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 著作 顾建国 淮阴师范学院

明代墓葬石像生制度考察——以潘埙墓为例 论文 孙琳 淮阴师范学院

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时尚论：反思与重视 论文 朱守信 淮阴师范学院

后迟滞型风险沟通及其精准治理 论文 吴长剑 淮阴师范学院

“三权分置”视域下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制
度之构建

论文 焦富民 淮阴师范学院

淮扬区域文化与漕盐商贸研究 著作 张强 淮阴师范学院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时代价值 论文 展伟 淮阴师范学院

关于完善我市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的决策咨
询报告

研究报
告

林华东 淮阴师范学院

高校资助育人研究 著作 胡元林 淮阴师范学院

“一带一路”视域下淮扬菜文化传播路径探析
研究报
告

史红梅 淮阴师范学院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创新研究 著作 韩同友 淮阴师范学院

工业4.0：转型升级线路图：中国制造2025背景
下互联网+制造业的融合与重构

著作 周凯歌 淮阴师范学院

百幅名画欣赏 著作 陈铁梅 海门市东洲国际学校

《毛诗》郑王比义发微 著作 史应勇 江南大学

上市公司CFO财务操纵行为与绩效影响的作用机
制及制度优化研究

著作 周方召 江南大学

从相互依赖到协同认知：信息化环境下的协作
学习研究

著作 马志强 江南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著作 侯勇 江南大学

无锡传统历史建筑 著作 史明 江南大学

供应链模式创新：线上线下融合之路 著作 浦徐进 江南大学

日语“図書館”词源考 论文 顾烨青 江南大学



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体系模型构建研
究

论文 张群 江南大学

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谢玉梅 江南大学

外宣翻译的政治暴力性探究——从黄岩岛的译
名篡改谈起

论文 朱义华 江南大学

丰县方言的“喽” 论文 蔡华祥 江南大学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udent 
Cynicism and Student Burnout（犬儒态度与
大学生学业倦怠的关系）

论文 韦雪艳 江南大学

无锡：一座江南水城的百年回望
普及成
果

汪春劼 江南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理论重思与开
解

论文 牟智佳 江南大学

现代西方审美主义思潮与文学 著作 顾梅珑 江南大学

生态文明自然观的理论出场 著作 陆雪飞 江南大学

（译著）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爱与
思：生活儒学的观念）

著作 李学宁 江南大学

字趣未央 著作 陈原川 江南大学

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策略及其社会实践——兼
论中国的可能与未来

论文 李俏 江南大学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
究

著作 张泽南 江南大学

论指向深度学习的深度教学变革 论文 伍红林 江南大学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类型学研究 著作 陈佳冀 江南大学

Made for each other: Perfect matching in 
venture capital markets（天生一对：风险投
资市场的完美匹配）

论文 付辉 江南大学

投资者情绪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中国市场的
经验证据

论文 赵汝为 江南大学

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现代化路径 著作 王建华 江南大学

后现代科学合理性危机与康德主义转向——求
证威尔逊命题“科学哲学应当回到‘回到康德
’”

论文 代利刚 江南大学

基于利益相关者逻辑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
分析

论文 王维懿 江南大学



Interaction pattern analysis in cMOOCs 
based on the connectivist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framework （基于联通主义学习教
学交互和认知参与模型的cMOOCs教学交互模式

论文 王志军 江南大学

推动高等教育全球流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文 杨启光 江南大学

肩水金关汉简字形编 著作 黄艳萍 江南大学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著作 郭勇 江南大学

A two-sided matching decision method for 
supply and demand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技术知识供需双边匹配决策方法）

论文 刘勇 江南大学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生产率增长：来自铁路大
提速的证据

论文 施震凯 江南大学

龟兹石窟艺术元素研究 著作 满盈盈 江南大学

“舌尖上”的安全：从田间到餐桌的风险治理
研究报
告

吴林海 江南大学

Risk Compensation and Market Returns: The 
role of investor sentiment in the stock 
market（风险补偿与市场收益：股市投资者情
绪的作用）

论文 贺志芳 江南大学

健康设计思维与方法：健康设计思维方法及理
论构建

著作 邓嵘 江南大学

组织合法性中介作用下的产业集群关系嵌入对
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

论文 俞园园 江南大学

汉族民间服饰文化 著作 梁惠娥 江南大学

山中白云词笺证 著作 孙虹 江南大学

澳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 著作 朱蓉 江南大学

“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分布与挑战应对 论文 周五七 江南大学

Investigating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in 
Open Design Community in China: The 
Antecedents of User Loyalty（中国开放设计
社区环境下用户持续参与行为动因研究——基
于用户忠诚度的视角）

论文 梁若愚 江南大学

Differential influences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younger 
employees’ participation in offline and 
online intergener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感知组织因素对年轻员工线下和线
上代际知识转移的影响差异研究）

论文 汪长玉 江南大学



Design Thinking Driven Interdisciplinary 
Entrepreneurship. A Case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Business Plan Competition（设计
思维驱动的协同创新研究-以大学生创业大赛为

论文 李瑞 江南大学

异质性出口特征与企业技术升级 著作 岳文 江南大学

大数据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 著作 徐炜 江南大学

乡村电商创业集聚的动因及机理研究——以江
苏沭阳“淘宝村”为例

论文 于海云 江南大学

儿童游戏设施在城市景观中的艺术化构建 论文 范晓莉 江南大学

龚育之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论文 万长松 江南大学

多元的星球：中外食品文化比较研究 著作 肖向东 江南大学

基于混合博弈的网络反腐机制研究 论文 彭长华 江南大学

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时代意
蕴

论文 陈志宏 江南大学

小学生家长教育认知现状研究——以江苏省20
所小学为例

论文 田良臣 江南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设计全集.哈尼族 著作 王强 江南大学

中国家电设计三十年历史、特征及思考：1949-
1979

著作 周敏宁 江南大学

栩栩如生：清末无锡民间肖像志 著作 吴宇华 江南大学

炉香清逸：唐宋香炉设计研究 著作 魏洁 江南大学

中国腐败犯罪状况的实证研究——以新型客观
测量模式的引入为研究视角

论文 梅锦 江南大学

江南诗性文化的多元解读
普及成
果

庄若江 江南大学

惠意：江苏艺术基金2016年度江苏省惠山泥人
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养实录

著作 周阿成 江南大学

乡土与现代之间 著作 王君柏 江南大学

日本儿童课后照顾服务制度及其启示 论文 李智 江南大学



城市社区协商：从基层民主到社区共治的内在
逻辑及实践路径

论文 王芳 江南大学

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 著作 连冬花 江南大学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
审思

论文 潘凌云 江南大学

江苏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经验借鉴与创新路径
研究

研究报
告

张云霞 江南大学

江苏参与“一带一路”创新投资合作、效率评
价与提升路径——以先进制造业为例

研究报
告

刘进 江南大学

Carbon emission and its decoupling 
research of transport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及脱钩研究—

论文 王育红 江南大学

新时代残疾人社会参与问题研究：基于发展型
社会政策理论

著作 章程 江南大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产生环境、建
立过程与组织特征

论文 屈廖健 江南大学

新时代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著作 杨美勤 江南大学

诗人十四个
普及成
果

黄晓丹 江南大学

化解江苏小微企业融资阻碍的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文学舟 江南大学

Shale gas Sino-foreign agreements in 
China: attractive or not?（页岩气对外合作
开采的法律实证研究）

论文 郭楠 江南大学

清末民初侠义小说论 著作 蔡爱国 江南大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启拓教学”研究 著作 徐玉生 江南大学

正义研究能力进路主张能力平等吗？——澄清
关于能力进路的一个误解

论文 任俊 江南大学

社区支持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基于
县域视角的调查研究

论文 赵磊磊 江南大学

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程序的有效举措 论文 王珺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新时期社区居民体育健身需求与供给侧结构改
革研究

研究报
告

孙永娟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东海水晶小镇特色发展对策研究——基于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论文 王馥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新时期农民职业教育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著作 王星飞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连云港市海洋体育旅游经济发展路径探索研究
研究报
告

史朝兵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冷战后的美国对俄政策：从老布什到克林顿 著作 郑毅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研究 论文 陈海军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共享发展理念下常州市流动人口住房发展对策
研究

研究报
告

彭后生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基于“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论文 李滋阳 江苏大学

《文心雕龙》元范畴“文”的英译变异现象研
究

论文 戴文静 江苏大学

宁镇扬同城化背景下镇江市域一体化建设路径
研究

研究报
告

黄启发 江苏大学

（译著）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 著作 公维军 江苏大学

普通人与教育：时代的教育哲学 著作 于忠海 江苏大学

构建职业教育服务社会中利益相关者对话机制
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全守杰 江苏大学

消费主义视域下的爱伦·坡研究 著作 罗昔明 江苏大学

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的镇江市水污染防治
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王从彦 江苏大学

基于医疗保障制度的农村居民慢性病管理模式
研究

著作 代宝珍 江苏大学

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for supply chains based on 
combined contracts（契约组合影响下供应链
竞争绩效的计算实验研究）

论文 孟庆峰 江苏大学

直面虚无的灵魂救赎：约瑟夫·康拉德创作精
神主体研究

著作 庞伟奇 江苏大学

明代首饰图案中“瀛洲学士图”的艺术特征与
流通动机研究

论文 邓莉丽 江苏大学

语料库翻译文体学 著作 任晓霏 江苏大学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长江三角洲地区物流企业时空演
化研究)

论文 何美玲 江苏大学



Explor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Mode 
Choice Intention of Autunomous Vehicle 
Based on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A Case Study in China(基于扩展计
划行为理论的自动驾驶汽车方式选择影响因素

论文 景鹏 江苏大学

“非学校化”教育40年：从改革理想到教育实
践

论文 王佳佳 江苏大学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镇江环境保护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杜道林 江苏大学

亚洲全球顶尖年轻大学学科布局的量化分析 论文 王宝玺 江苏大学

基于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镇江市生态文明建
设评价考核体系研究

研究报
告

熊强 江苏大学

镇江市家庭农场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邹富良 江苏大学

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理论的历史逻辑 著作 王志刚 江苏大学

（译著）教育史学：教育史研究的斗争历程 著作 武翠红 江苏大学

基于网络文本挖掘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风
险的预警研究

著作 徐小阳 江苏大学

农民权利发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
时代命题

著作 刘同君 江苏大学

近现代工艺美术研究 著作 阮怡帆 江苏大学

宫廷游艺：翰林画家邹一桂研究 著作 朱光耀 江苏大学

迈向Intelligence导向的现代情报学 论文 杨国立 江苏大学

碳排放转移：宏观涌现与微观机理 著作 孙立成 江苏大学

基于市场导向的高校专利商业化战略：形成与
实施

著作 唐恒 江苏大学

农民工城市落户行为研究 著作 肖璐 江苏大学

学术期刊微信传播著作权侵权风险分析与防范 论文 赵文青 江苏大学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研究 论文 杜乐其 江苏大学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传播效果分析与运营对
策——以教育类CSSCI学术期刊为例

论文 宗明刚 江苏大学



Mediated power and sustainable supplier 
management (SSM): Linking power use, 
justice,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权力与
公正性对可持续供应商管理绩效的影响）

论文 陈银飞 江苏大学

新时代工匠型产业工人培养研究 著作 朱永跃 江苏大学

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袁朝春 江苏大学

双层社会网络上的舆情传播动力学分析 论文 李丹丹 江苏大学

团体唤醒之旅：心理戒毒的实践与应用 著作 刘伟 江苏大学

死刑、犯罪与善治——法治中国犯罪治理模式
的科学定位

论文 刘春花 江苏大学

《大清律辑注》研究 著作 杨剑 江苏大学

莫言小说英译的体认心理研究 著作 张伟华 江苏大学

中国地方体育立法现状与发展前景 论文 张健 江苏大学

Institutional 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制度质量、绿色创新
与能源效率）

论文 孙华平 江苏大学

国家政治的法理：以合法性概念为核心的分析 论文 李炳烁 江苏大学

校园体育人身伤害事故的风险管理与法律应对
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王武年 江苏大学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eco-efficiency of 
China's cement manufacturers through unit 
root test of panel data（中国水泥业生态效
率收敛研究）

论文 龙兴乐 江苏大学

线上线下企业共生演化与生鲜电商发展——易
果生鲜生态系统的案例

论文 田刚 江苏大学

觉醒：凯特·肖邦作品新论 著作 万雪梅 江苏大学

Effect of 2008's Beijing Olympic Games on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268 China's 
cities（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268城市环境
效率的影响）

论文 陈彬 江苏大学

大学生的主体自觉：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著作 李宏刚 江苏大学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for 192 thermal 
power plant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onsidering heterogeneity: A metafrontier 
directional slacks-based measure approach
（考虑异质性的长江三角洲192家火力发电厂的
环境效率研究：基于共同前沿方向SBM）

论文 吴超 江苏大学



汉语递系结构发展演变史 著作 张颖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清代文话研究 著作 蔡德龙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油画教学与创作 著作 朱平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美国两党医保国情咨文（1946-2015）架构隐喻
的历时对比研究

论文 梁婧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拉魂腔声腔系统探微 论文 薛雷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译著）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 论文 鲁云林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平庸时代的大学 著作 韩益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语篇阅读教学论 著作 贡如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当代艺术的地域性 论文 刘方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洪泽湖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及历史研究 著作 蒋功成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德性课程管理论：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幼儿园
课程管理研究

著作 田燕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子书与东汉学术转型 著作 杨思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有效合作学习的原理与策略 著作 蒋波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明代四大声腔”说的源流及其学术史检讨 论文 邹青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Impact of Chinese Culture on Pre-service 
Science Teachers’ Views of the Nature of 
Science（中国职前科学教师科学本质观的文化
影响）

论文 万东升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译著）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 著作 周韵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宣州吴语浊音声母的声学实验研究——以苏皖
交界地区方言为例

论文 侯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美国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研究——以斯
坦福大学为例

论文 刘学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译著）社会建构：进入对话 著作 张学而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增强“微语境”下高校思政工作实效性 论文 陶赋雯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农村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研究 著作 尹坚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创新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张勤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辗转的教育：异地借读与教育获得 著作 季春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Is all authenticity accepted by tourists 
and residents？The concept, dimension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gative 
authenticity（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中的冲突
研究——消极文化真实理论）

论文 周其楼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Mechanism of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higher 
vocation education(高等职业教育校企一体化
深度融合机制与方法)

论文 杨帅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中国设计理论辑要 著作 郭廉夫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运用任务型教学法于高职院校ESP海事英语的实
证研究

论文 吴雪花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福利多元视角下我省农村公共文化精准服务的
实现路径

研究报
告

程萍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2000-2013年间的相关数据分析

论文 缪琨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也论隐喻为什么可能 论文 龚玉苗 江苏海洋大学

新业态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职业能力研
究

著作 王启云 江苏海洋大学

我国区域环境执法的模式探究 论文 王超锋 江苏海洋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工厂生产系统研究 著作 陈国华 江苏海洋大学

农业土地利用系统环境效应分析与优化：基于
物质流调控理论

著作 付永虎 江苏海洋大学

何惧西天万里遥：西游记在英美的传播研究 著作 王镇 江苏海洋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用户生成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

论文 张鼐 江苏海洋大学

社会网络环境下的个性化推荐算法研究 著作 李慧 江苏海洋大学

海域使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与其他规范性文件
研究

著作 赵科学 江苏海洋大学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发展困境与治理机制探析 论文 张元 江苏海洋大学



组织中的跨边界学习研究 著作 吴价宝 江苏海洋大学

科技型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问题研究 著作 肖侠 江苏海洋大学

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
究：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

著作 翟仁祥 江苏海洋大学

消费者跨渠道购买行为形成机制研究 著作 郭燕 江苏海洋大学

连霍携手打造标杆示范项目，着力提升陆海联
运通道功能

研究报
告

宣昌勇 江苏海洋大学

图形符号与视像传播 著作 张青荣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省农村精准扶贫 脱贫致富实践研究 著作 李秀芸 江苏海洋大学

镇江通用航空产业人才需求预测与开发研究
研究报
告

陈国泉 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论《史记》由“他”而“我”的写心之道 论文 张学成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消费主义文化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冲击与应对 论文 朱春花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新时代高校制度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 吉文桥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淮安市社区康复现状及对策研
究

研究报
告

孙小斐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教学机智：青年教师发展应当练就的基本功 论文 戴天娇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职业分类与中高职专业体系研究 论文 周衍安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企业伦理认知与高职工匠精神塑造的内在联系 论文 周燕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方法：国外高校德育及其借鉴 论文 冯仰生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国际邮轮人才培养产教深度融合的研
究与实践

研究报
告

姜锐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中心村建设策略研究
研究报
告

郭长伟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分类培养分层教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
究

研究报
告

张勇昌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落脚乡村与民宿经济：莫干山特色文化重构 著作 邵颖萍
江苏匠工营国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



中国茶产业集聚水平与发展态势分析 论文 姜友雪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旅游地游客网络关注度特征、机制与响应
研究：以南京为例

著作 琚胜利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监管研究
研究报
告

周晨 江苏警官学院

公安交通管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 著作 汤三红 江苏警官学院

社会矛盾视域下群体情绪研究 著作 朱志玲 江苏警官学院

民国时期警察文献书目提要 著作 刘莉 江苏警官学院

《橘颂》受到孟子学说影响探析 论文 施发笔 江苏警官学院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视域下非法集资犯罪刑事规
制的演变

论文 何小勇 江苏警官学院

城市道路交通死亡事故应急处置与交通组织 著作 龚鹏飞 江苏警官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程婧 江苏警官学院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制约因
素及其对策

论文 钱洁 江苏警官学院

公共安全管理学二级学科论证及学科建设研究 著作 黄超 江苏警官学院

马克思经济伦理方法论及其当代思考 论文 邢盘洲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民用无人机管理应寻求安全与发展的最大
公约数

研究报
告

夏存喜 江苏警官学院

统筹谋划中国境外合作产业园区安保服务体系
建设

研究报
告

张兰青 江苏警官学院

健全重大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问题与对策
研究报
告

殷建国 江苏警官学院

公安情报学学科体系研究 著作 梁慧稳 江苏警官学院

迈向小康：水库移民摆脱贫困的江苏实践
研究报
告

黄进 江苏警官学院

（译著）群氓的狂欢 著作 许列民 江苏警官学院

水上救护与水中求生
普及成
果

刘涛 江苏警官学院



打击通讯网络诈骗犯罪刻不容缓
研究报
告

卜全民 江苏警官学院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探析
研究报
告

缪金祥 江苏警官学院

智慧学习环境下社区学习资源整合模式探析 论文 李可 江苏开放大学

自贸港的未来：基于负面清单管理的国际经验 论文 黄庆平 江苏开放大学

从广播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面向社会教育的
转型发展

著作 吴进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社区教育发展报告
研究报
告

崔新有 江苏开放大学

同性相斥还是异性相吸：基于性别视角的同胞
关系研究

论文 吴杰 江苏开放大学

传统文化解读与文创产品相融合——从《上新
了·故宫》看文化类节目创新

论文 韩海青 江苏开放大学

翰林图画院画家与《宣和画谱》 论文 肖伟 江苏开放大学

人的社会化：自我控制的社会生成和心理生成 论文 陆洋 江苏开放大学

传统植物学向近代植物的过渡：《植物名实图
考》与《植物学》的对比

论文 孙雁冰 江苏开放大学

城市老旧住宅小区更新策略与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张晓东 江苏开放大学

追寻一种有规则的自由——错位发展视野下微
型游戏项目教学的研究与实践

著作 崔志钰 江苏开放大学

大豆目标价格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著作 马英辉 江苏科技大学

中美个人信用档案建设对比分析——以美国
Transunion信用中心和上海资信有限公司为例

论文 刘娜 江苏科技大学

粮食补贴政策效果追踪与政策重心漂移研究：
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视角

著作 魏晓卓 江苏科技大学

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直接与完全能耗强度
变动研究

著作 李根 江苏科技大学

联盟企业知识转移、技术研发及产学研合作创
新研究

著作 盛永祥 江苏科技大学

学术迹与学术矩阵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以
海洋学领域期刊为例

论文 孙竹梅 江苏科技大学

城镇化、服务业发展与消费需求扩张 著作 汤向俊 江苏科技大学



中国本土文化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理
研究：变量、路径与效用

研究报
告

金辉 江苏科技大学

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学习机制研究 著作 刘彩生 江苏科技大学

沪东LNG燃料加注船专利导航及布局策略研究
研究报
告

吴洁 江苏科技大学

基于案例推理的直觉模糊决策方法 论文 李鹏 江苏科技大学

基于网络拓扑结构与节点属性特征融合的科研
合作预测研究

论文 汪志兵 江苏科技大学

Unraveling the Alignment Paradox：How 
Does Business——IT Alignment Shape 
Organizational Agility?（揭示匹配悖论：信
息技术匹配如何塑造组织敏捷性？）

论文 王念新 江苏科技大学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的江苏省可持续发展分析 论文 吴瑾 江苏科技大学

数字媒体时代的品牌设计 著作 谷燕 江苏科技大学

美学理论视域下的中西艺术精神本体论比较研
究

论文 李立红 江苏科技大学

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劳资关系与工会 著作 陆海燕 江苏科技大学

切尔卡斯基的译诗原则与艺术追求——以徐志
摩诗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为例

论文 刘志强 江苏科技大学

A study on the Justice Value Choice of 
the Chinese Law Foused on the Cases of 
Parallel Import of Drugs (从药品平行进口
案例看中国法的正义价值选择)

论文 周凌轲 江苏科技大学

转移定价策略研究：基于企业目标优化视角 著作 崔健波 江苏科技大学

社会办医路径研究：医联体建设视角 著作 阚为 江苏科技大学

企业信息系统数据复杂性的度量及应用 著作 尹隽 江苏科技大学

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内部知识转移行为、机制及
绩效研究

研究报
告

李锋 江苏科技大学

Does energy-price regulation benefit 
China's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energy-price distortions（能源价格规
制对中国经济和环境是利是弊？ ——基于能源

论文 鞠可一 江苏科技大学

面向应急决策的极端洪水关键情景推理研究 论文 尹洁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海洋经济比较启示与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谈镇 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大海工装备产业体系构建与发展战略研究
研究报
告

葛世伦 江苏科技大学

协作网络演化动力学模型研究 著作 刘鹏 江苏科技大学

唐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著作 崔海东 江苏科技大学

“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混合形态教学模式构
建

论文 孙娜 江苏科技大学

融合视阈下网络文化育人研究 著作 张羽程 江苏理工学院

美国农业发展的中国元素分析——基于作物引
种视角

论文 刘琨 江苏理工学院

留青竹刻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创意 著作 邵晨霞 江苏理工学院

审美的他者：20世纪中国作家美术思想研究 著作 李徽昭 江苏理工学院

千年壁画、百年沧桑：古代壁画暨流失海外珍
贵壁画再现传播与展示

著作 王岩松 江苏理工学院

荒野之殇与科学人文主义曙光——论麦卡锡《
边境三部曲》的主题

论文 李世存 江苏理工学院

唐荆川文献辑刊 著作 司马周 江苏理工学院

景观艺术形式研究 著作 邰杰 江苏理工学院

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
动力思考

论文 孙健 江苏理工学院

适合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著作 孙建波 江苏理工学院

新时代江苏高校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黄步军 江苏理工学院

常州市智能电网产业链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对
策研究

研究报
告

倪福银 江苏理工学院

道德评价的前提性反思 论文 尹伟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高职教师知识结构的培训项目体系设计 论文 聂伟进 江苏理工学院

职业教育教师专业素质结构及评价 著作 胡维芳 江苏理工学院

民营企业新生代员工社会责任行为研究：机制
、效应、引导

著作 陆玉梅 江苏理工学院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新论 著作 李德方 江苏理工学院

医养结合投融资专题研究 著作 童伟 江苏理工学院

国外语法化研究趋势探究：来自知识图谱的动
态计量

论文 杨国萍 江苏理工学院

Beauty Premium in China's Labor Market: 
Is Discrimination the Main Reason?（中国
劳动力市场中的美貌溢价：歧视是主因吗？）

论文 顾天竹 江苏理工学院

供应链关系集中与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效应与
机制分析

著作 李艳平 江苏理工学院

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下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
融发展研究

著作 彭耿 江苏理工学院

产业集群内生机理与成长期政府策略选择 论文 查志刚 江苏理工学院

公司治理视阈下金融创新研究 著作 姚双林 江苏理工学院

长期体育锻炼对女性骨代谢指标PINP、β-CTX
和BGP的影响及意义分析

论文 刘江 江苏理工学院

中国现代戏剧的英译传播与研究 论文 李刚 江苏理工学院

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制度化研究 著作 董遂强 江苏理工学院

三权分置下土地确权登记制度研究：综合比较
与创新应用

著作 文龙娇 江苏理工学院

亚洲跨文化戏剧研究：刘思远教授访谈录 论文 张丽芬 江苏理工学院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 著作 张德福 江苏理工学院

金融冲击对产出波动影响的动态分析——基于
DSGE模型

论文 曹金飞 江苏理工学院

唐宋贬谪词研究 著作 张英 江苏理工学院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产业分工与区域竞
争力研究

著作 刘宁 江苏理工学院

职业学校创业教育评价的实证研究 著作 杨海华 江苏理工学院

晚明天主教文学中的中西融合——以《天主审
判明证》为核心的考察

论文 陈雅娟 江苏理工学院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心理状态术语的视角 著作 张长英 江苏理工学院



从领导行为到领导思维的转变——基于国外教
师领导力理论的分析

论文 孙杰 江苏理工学院

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互联网+”背景下的
创新路径

论文 王斌 江苏理工学院

20世纪初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 论文 陈春琳 江苏理工学院

江苏绿色再制造产业运作策略研究 著作 高鹏 江苏理工学院

我国社区体育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困境及出路 论文 易锋 江苏理工学院

财务供应链风险管理研究 著作 范丽红 江苏理工学院

省运会背景下扬州市民科学健身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杨书龙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大运河文化带体育旅游项目规划和设计 论文 朱慧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体育与专业课程“融通”教材开发研究 论文 周文来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下高校体育素质教育的思
考

论文 高娟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网络经济对于现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论文 孙海哨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探
析

论文 冯刚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高校党的建设 论文 田浩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扬州三把刀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 著作 储德发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教师隐喻对高职青年教师角色塑造的意义 论文 陆涓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

乡村振兴视角下旅游业态评价与创新机理研究
——以江苏省苏南五市为实证调研对象

论文 吉根宝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国内外智慧旅游研究进展 论文 王丽娟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不同养殖规模生猪饲养成本与收益比较分析 论文 薛毫祥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研究 著作 胡新岗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教务协同管理机制的创新与思考 论文 桂文龙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集团化办学共建共享畜牧类专业教学标准的研
究与实践

论文 苏治国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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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金融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财政政策研
究——基于江苏省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的分析

研究报
告

胡士春 江苏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江苏传统营造大师谈
普及成
果

崔曙平
江苏省城乡发展研究中
心

苏北地区农民群众住房条件现状调查
研究报
告

何培根
江苏省城乡发展研究中
心

江苏省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水家耀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江苏省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研究报
告

陈俊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数字江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暨2018年指数
测评分析报告

研究报
告

姚敏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

地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研究 著作 钱东平
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

江苏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图志（1949-2019） 著作 刘俊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办公室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标准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报
告

关永健
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克
州前方指挥部

“十四五”时期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的价格政
策研究

论文 吴爱琴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民营企业家：共同富裕的重要构建者 论文 吴跃农 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

创新力场：江苏创新生态系统的提升之道 著作 丁荣余 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

大生教育（丛书三册）
普及成
果

茅一娟
江苏省海门中等专业学
校

戴铜与幸福教育 著作 戴铜 江苏省淮安市教育局

浙江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问题及改进路径 论文 马彪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基于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考试命题与评价 著作 马秀谊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自学考试命题运作管理体系及其科学化研究 著作 郭光明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若干问题 论文 袁靖宇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近代中国教科书研究的早期探索——基于清季
民国报刊文献的分析

论文 俞明雅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70年变迁研究 著作 彭华安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 著作 孙孔懿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从能力本位到素质本位：中职学生职业核心素
养评价及其标准体系建构理论与实践

著作 方健华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在校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建议

研究报
告

王晓天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论教学习惯 著作 王彦明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苏省高技术产业人才需求预测研究——基于
改进的新陈代谢GM（1，1）模型

论文 胡峰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

江苏省科技经费诚信规范体系研究
研究报
告

王君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

巴斯德象限视角下的创新型省份建设——以江
苏省为例

论文 商丽媛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

南京创新名城建设的战略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韩子睿
江苏省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

关于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王秦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课题研究
研究报
告

张伟新 江苏省老年学学会

面向未来课堂的电子实训教学研究 著作 徐春妹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
学校

关于推进拉萨市“旅游+”产业体系建设 促进
旅游业升级发展的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朱振峰
江苏省旅游发展研究中
心

更高质量一体化视域下长三角主题公园竞合机
制研究

论文 杨伟容
江苏省旅游发展研究中
心

中国绘画思想史 著作 许祖良 江苏省美学学会

戴庄经验：提升新内涵 引领新实践——关于“
戴庄经验”的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邵红宁
江苏省农村经济研究中
心

中国大豆产业发展与价格改革研究 著作 徐雪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休闲农业发展报告
研究报
告

贾新平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工商资本：现代种养业的新动力
研究报
告

潘长胜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农业行业协会改革路径探析 论文 解荣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高一新生化学反思日记的应用研究 论文 张晓花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以法治思维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研究报
告

唐宏强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

以深度对接上海推进高质量发展——关于江苏
省启东市跨江融合发展的探索与建议

研究报
告

吴国玖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构筑健康扶贫第四重安全网——涟水县省定经
济薄弱村村民医疗互助情况调查

研究报
告

王自华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领头羊
研究报
告

古晶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以人民为中心的强村典范——徐州市马庄村的
创新实践与启示

研究报
告

卢爱国 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区域协调合作发展的江苏经验：来自苏宿工业
园区的启示

研究报
告

何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论江苏民生驱动战略 著作 吴先满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刘师培 著作 王韬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宣抚”抑或控制：大屠杀后日军在南京的卫
生防疫

论文 张慧卿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
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论文 黎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文艺月刊》（1930-1941）中的民族话语 著作 赵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政府债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研究——基于江苏省
实践

研究报
告

骆祖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 著作 徐永斌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
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程俊杰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研究
研究报
告

胡国良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视角下的大数据方法论及其困境 论文 鲍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超越国际代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及微
观机理研究

著作 杜宇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爷爷讲甲骨文故事 著作 王道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以新兴经济体为样本 著作 周睿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工厂规训：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著作 张春龙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借鉴京沪津粤经验 完善江苏总部经济政策的建
议

研究报
告

丁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依附、发轫与同构：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历
程

论文 丁惠平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新时代法律三论：四川挂职工作笔记 著作 陈爱蓓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管制规范对侵权责任构成的影响 著作 徐静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生态建设的中国语境与逻辑理路 论文 陈朋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
（1897-1927）

著作 邓瑗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背景下江苏激发增长新动
能研究

研究报
告

王树华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收入分配与经常项目顺差问题研究 著作 赵锦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策略研
究

研究报
告

王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信息控制、道德风险与治理 论文 黄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检视与完善 论文 张春莉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行政协议演进 论文 巩丽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泰州学派城市文化标识打造及提升研究
研究报
告

陈述飞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泰州
分院

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以长三角
为例

著作 马轶群 江苏省审计学会

江苏省农用地环境风险管控及管理模式对策研
究

研究报
告

王静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
心

江苏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研究
研究报
告

龚海涛
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
心

高中语文课内外阅读整合策略——以《鸿门宴
》教学为例

论文 刘单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活语文学习理论与实践 著作 程振理 江苏省苏州中学校

里下河湖泊湖荡管理实践与研究 著作 徐明
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
处



匠心育工匠：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和职业教育
的理性顺应

论文 姜汉荣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
校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土地宏观调控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著作 朱凤武 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

国际干预、强力国家与分离冲突的升级——基
于欧亚地区的考察

论文 孙超 江苏省委党校

中国文化对外话语体系与传播策略研究 著作 刘志刚 江苏省委党校

马克思权力批判思想研究 著作 张杰 江苏省委党校

关于适应互联网发展  加快完善网络立法的建
议

研究报
告

时伟 江苏省委党校

以数据治理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困境辨识、行
动框架与实现路径

论文 王金水 江苏省委党校

以系统化思维推动容错纠错机制更好落地见效
研究报
告

郭凯 江苏省委党校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职权问题研究 著作 陈建科 江苏省委党校

培养“扎根型村书记”  推进江苏乡村振兴
研究报
告

胡志军 江苏省委党校

全面从严治党的难点及对策研究 著作 桑学成 江苏省委党校

行动悖境的形成机制与化解路径——基于逻辑
行动主义方法论的分析

论文 赵楠楠 江苏省委党校

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与扩展的效率研究 著作 王晓红 江苏省委党校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智库建设 著作 王科 江苏省委党校

消费文化：文化现代性与消费主义 著作 扈海鹂 江苏省委党校

家庭迁移决策及其社会效应研究 著作 崇维祥 江苏省委党校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探析—基于规范扩
散视角

论文 刘艳峰 江苏省委党校

（译著）欧洲怀疑主义：从异常到主流 论文 黄建军 江苏省委党校

科技金融促进自主创新：理论机理与区域实践 著作 薛莉 江苏省委党校

论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转化：影响因
素与优化路径

论文 刘伟 江苏省委党校



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之《共产党宣言》 著作 李小珊 江苏省委党校

流动的孩子们：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异化与
代际传递研究

论文 陈雯 江苏省委党校

政府经济学新论：第1卷：基础理论研究 著作 袁志田 江苏省委党校

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及其文化秩序建构 论文 邓海林 江苏省委宣传部

记忆·代价·前行——江苏地产日用消费品知
名品牌兴衰案例

研究报
告

申斯春 江苏省委研究室

大运河（江苏段）文化带建设调研
研究报
告

文俊 江苏省委研究室

技术进步对新的艺术形态与门类生成的影响 论文 楚小庆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微动力与微传承：论融媒时代传统戏曲的新传
播观

论文 陈娟娟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通剧的传承与创新——从大型现代通剧《瓦匠
女人》热演谈起

论文 周飞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当代书法维度 著作 董水荣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揭秘 著作 陈宁欣 江苏省文物局

当代书法论丛（共十二册） 著作 言恭达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

即席控辩方式的理论叙述与实践展开 论文 俞波涛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
院

无锡市新产业发展报告（2019） 著作 张建
江苏省无锡市新产业研
究会

从校本课程走向学校课程：锡山高中课程探索
之路

著作 唐江澎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一幅充满活力又复杂生动的动态图——从五个
视角管窥新闻内容40年变迁

论文 周世康 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研究生培养研究丛书（共六册） 著作 殷翔文
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

论孙中山监察思想的基本特征 论文 征汉年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人
民检察院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  高起点开
启基本现代化新征程

研究报
告

林康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
中心

江苏省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实施方案
落实情况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孔祥威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
中心

碳峰值、碳市场和低碳新经济：江苏低碳发展
路径之探索

著作 赖力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
中心（江苏省信息中
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逻辑主脉 著作 韩磊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
中心（江苏省信息中
心）

江苏省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
革成效评估

研究报
告

王淑芬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深化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论文 陈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江苏“科技镇长团”制度创新与实践调查研究
研究报
告

徐军海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江苏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研究报
告

王志忠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改革发展前沿问题观察与思考
研究报
告

沈和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

中国社会组织合法性的构建 著作 吴江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

解密总统府 著作 陈宁骏 江苏省政协

江苏专利实力指数报告2019 著作 唐小丽
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
心（江苏省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中心）

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专利分析及培育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王亚利
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
心（江苏省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中心）

西北有高楼：汉代陶楼的造物艺术寻踪 著作 兰芳 江苏师范大学

革命与司法：17世纪英国普通法法院的独立 论文 邵政达 江苏师范大学

曾巩散文考论 著作 李俊标 江苏师范大学

新知启蒙与左翼话语渗透——中华书局1936年
版《电影浅说》解读

论文 贾斌武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对澳侨务公共外交的困境与对策
研究报
告

颜廷 江苏师范大学

电视场对学术场的介越研究 著作 陈红梅 江苏师范大学

高质发展的动力解构：以江苏为例 著作 李子联 江苏师范大学

试论生命道教的陶瓷“器”象 论文 黄吉宏 江苏师范大学

也说“梁”与“桥”的替换 论文 霍生玉 江苏师范大学

关于一度、二度和声音程的记谱问题 论文 宋钰琦 江苏师范大学



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重要性研究 著作 刘洪涛 江苏师范大学

道境与诗艺：中国早期神话意象演变研究 著作 王怀义 江苏师范大学

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论文 陈鹏 江苏师范大学

（译著）学会选择：批判性思维实践手册 著作 张存建 江苏师范大学

层序社会中的师者：传统教师社会身份研究 著作 张伟 江苏师范大学

跨境民族与周边传播研究 论文 高菲 江苏师范大学

报人与专家：新闻人胡道静研究 著作 关梅 江苏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亚洲移民政策与亚洲新移民问题研
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

著作 张秋生 江苏师范大学

巫的分化共存论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衍生进路 论文 曾仲权 江苏师范大学

模糊限制语多维研究 著作 吴光亭 江苏师范大学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论文 颜姜慧 江苏师范大学

唯物史观理论演进的研究范式 论文 曹典顺 江苏师范大学

个人在高等教育选择中的信息问题研究 著作 刘文晓 江苏师范大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体现的人民立场 论文 陈先松 江苏师范大学

大漆王朝：汉代漆艺文化研究 著作 潘天波 江苏师范大学

从“知识”到“思维”：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学
科转向

论文 安涛 江苏师范大学

族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距离及民族团结心理构
建——以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

论文 刘有安 江苏师范大学

我国大学学院组织制度变迁研究 著作 胡仁东 江苏师范大学

劳伦斯作品中的田园主题研究 著作 张林 江苏师范大学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澳大利亚落地的对策
建议

研究报
告

鞠长猛 江苏师范大学



智慧校园：实现智慧教育的必由之路 著作 王运武 江苏师范大学

南京市出境旅游流规模、流向及影响机制 论文 王惊雷 江苏师范大学

反思与重构：走向倾听教学 著作 周杰 江苏师范大学

MOOCs持续性创新——高校智慧型课程认同感与
需求状况的调查研究

论文 王娟 江苏师范大学

教学的超越：教学意义的深度达成 著作 杨钦芬 江苏师范大学

建构有中国气象的教育哲学 论文 高伟 江苏师范大学

论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构与重构 ——基于
学术权力独立性与统整性的考量

论文 蔡国春 江苏师范大学

汉字形声字识别中义符和声符的家族效应 论文 王娟 江苏师范大学

可追溯食品消费偏好与公共政策研究 著作 侯博 江苏师范大学

融合视听传播的创新逻辑与价值再造 论文 唐宁 江苏师范大学

尼采的生命教育观 著作 程从柱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融资需求的损失厌恶零售商订货策略及供
应链协调

论文 杜文意 江苏师范大学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on 
atmospheric pollutants: Based on a panel 
threshold model（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结
构对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

论文 王世进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社会治理与征地制度协同创新的征地冲突
化解研究

著作 祝天智 江苏师范大学

天性引领教育 著作 苗曼 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学生命力研究 著作 韦永琼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早期小说生成史论 著作 陈洪 江苏师范大学

现代性视域中的卢梭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种海燕 江苏师范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 著作 徐君 江苏师范大学

汉语动量范畴的历时研究 著作 于立昌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教育公平的政府援助与财政分配策略研究 论文 李莎 江苏师范大学

移动社交信任评估——以新浪微博为例 论文 郑琼 江苏师范大学

A Fuzzy Stochastic Model for Carbon Price 
Prediction Under the Effect of Demand-
related Policy in China's Carbon Market
（中国碳排放市场中需求刺激政策对碳价格传
导的模糊随机模型）

论文 宋亚植 江苏师范大学

新时期音乐广播的媒体融合之路探究——以《
音乐之声》为例

论文 刘双 江苏师范大学

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后现代伦理意识研究 著作 朱荣华 江苏师范大学

宫廷 文人 世俗：明清中国画风格演化研究 著作 惠剑 江苏师范大学

（译著）映射对话：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 著作 贾林祥 江苏师范大学

现代遗存的汉代乐舞特性研究——以徐州地区
为例

论文 相宁 江苏师范大学

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分化与统合：基于流行语的
分析

著作 贾彦峰 江苏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发展与启示 著作 陈蕴哲 江苏师范大学

博物馆游客满意因素与价值追寻研究——以中
国漕运博物馆为例

论文 李永乐 江苏师范大学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补正 著作 赵兴勤 江苏师范大学

传承优秀家风：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效路径

论文 张琳 江苏师范大学

清末乡村管理思想历史演变研究 著作 王亚民 江苏师范大学

旅游业大气环境评论情感分析、碳排放测度与
因素分解

著作 陶玉国 江苏师范大学

Person-environment fit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个体-环境匹配与
员工创造力——多元文化经验的调节作用）

论文 王开庆 江苏师范大学

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
学政治”传统的创造

论文 邱焕星 江苏师范大学

汉语复合词认知、习得及其神经基础 著作 顾介鑫 江苏师范大学

中外游客“游后意愿”及其差异研究——以古
都西安为例

论文 高军 江苏师范大学



江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与关键
举措

研究报
告

沈正平 江苏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质性研究之现象学研究方法论 论文 赵进 江苏师范大学

视听输入对二语学习者英汉韵律边界的感知效
应研究

论文 毕冉 江苏师范大学

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草根动员与政府治理转型 论文 郇昌店 江苏师范大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可能世界理论 论文 邱蓓 江苏师范大学

Linking routines to the evolution of IT 
capability on 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 dynamic perspective（基于组
织惯例的企业IT能力演化多主体建模与仿真：
动态的视角）

论文 白冰 江苏师范大学

Reduced syntactic processing efficiency 
in older adults during sentence 
comprehension（老年人在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
加工效率下降）

论文 朱祖德 江苏师范大学

学前儿童基于物体重量归纳推理的发展：中美
跨文化比较

论文 王志丹 江苏师范大学

民俗之雅：汉画像中的民俗研究 著作 朱存明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化学教学课例研究 著作 刘翠 江苏师范大学

推进江苏开放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华桂宏 江苏师范大学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Soil and 
Water Loss in Loess Plateau and its 
Impact on Farmers’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daptive Behavior（黄土高原
地区水土流失脆弱性评价及其对水土保持适应

论文 黄晓慧 江苏师范大学

博弈论视角下的导师与研究生关系探析 论文 刘姗 江苏师范大学

Will virtual reality be a double-sword? 
Exploring the moderation effcts of the 
expected enjoyment of a destination on 
travel intention（虚拟现实技术是影响出游
意愿的双刃剑吗？探索目的地愉悦预期的调节

论文 李涛 江苏师范大学

超越“终极信条”:维兹诺《熊心》对印第安传
统的反思与回归

论文 邹惠玲 江苏师范大学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s of Traditional 
Masonry Mortars from Ancient City Walls 
Buil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China（中国古城墙砌筑灰浆的分析与研究）

论文 刘效彬 江苏师范大学

豫北晋语的儿化 论文 史艳锋 江苏师范大学



基于 CiteSpace Ⅲ的国内新型城镇化研究进展
与热点分析

论文 王梓懿 江苏师范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美国K-12教育转型分析 论文 胡永斌 江苏师范大学

从参与省中学生器乐比赛中看徐州器乐教育 论文 孟醒 江苏师范大学

汉漆之书：书法与漆艺的激荡之美 论文 杨莉萍 江苏师范大学

高水平女子足球比赛运动员体能表现、需求及
训练体系构建

著作 部义峰 江苏师范大学

互联网+教育：学习资源建设与发展 著作 杨现民 江苏师范大学

南京图书馆藏丁氏八千卷楼抄本《传奇汇考》
考论

论文 王文君 江苏师范大学

退让与坚守：蒋介石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商签中的策略选择

论文 郝天豪 江苏师范大学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数字
人文考证——以《新青年》杂志为例

论文 王冠群 江苏师范大学

培根铸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凝练与传
播认同研究

著作 陈延斌 江苏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磬石及灵璧石岩性研究 论文 李柳柳 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经济权力审计 著作 苗连琦 江苏师范大学

高校财务管理案例剖析
普及成
果

刘礼明 江苏师范大学

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
与践行路径研究

著作 吴晨 江苏师范大学

突发性群体事件中旁观者参与问题及其化解 论文 刘勇 江苏师范大学

大众传媒二胎化人口议题的历时性建构 论文 贾广惠 江苏师范大学

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
构建

论文 白现军 江苏师范大学

现代职教体系背景下的中高职衔接研究 论文 吴少华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高职院校汲取优秀文化培育文化自信 论文 李莹莹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校园文化的路径研究 论文 赵慧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淮安民贸物流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论文 杜晓明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
学院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下职业核心素养培育的实践
逻辑及其课程建构

论文 花鸥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建筑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著作 许锋
江苏新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高校推进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研究

论文 黄之晓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楚国纹样研究 著作 张庆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京杭运河江苏段沿线城市产业集聚对策分析 论文 吴新燕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南通农业科技示范区建设路径：基于系统工程
的多视角研究

著作 袁春新
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
研究所

社会预防：一种化解社会矛盾的理论探索 论文 邵燕 江阴市委党校

试论“长信宫灯”的最初所有者 论文 杜小钰 金陵科技学院

当代电视艺术的视觉性思维 著作 王贤波 金陵科技学院

三大语言学流派之语符表征范式殊同略论：兼
论汉语起始动词的认知表征

论文 张松松 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机制研究 论文 吴锦旗 金陵科技学院

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及效应研
究

著作 张莉 金陵科技学院

提升江苏听力障碍学生教育教学水平的建议
研究报
告

李响 金陵科技学院

港口物流系统协同竞争机制研究 著作 胡林凤 金陵科技学院

江苏高校经费绩效评估与优化资源配置的调查
研究

研究报
告

聂卫东 金陵科技学院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传统伦理精神 论文 陈光连 金陵科技学院

中国森林旅游论 著作 聂影 金陵科技学院

语言评价信息决策模型及其在大型客机项目中
的应用

著作 王翯华 金陵科技学院

金陵版画 著作 邓抒扬 金陵科技学院



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与影响因素研
究

论文 洪世勤 金陵科技学院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管理层治理与企业债务融
资决策

论文 刘磊 金陵科技学院

大学英语教师学术写作与发表活动的案例研究 论文 孟春国 金陵科技学院

农户分化背景下种植结构变动研究——来自全
国31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证据

论文 赵丹丹 金陵科技学院

老年科技人才隐性人力资本的转化研究 著作 曹莉娜 金陵科技学院

农户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水稻种植为例

论文 陈欢 金陵科技学院

《吴郡志》版本流传考 论文 郑利峰 金陵科技学院

国家战略视角下江苏旅游产业发展研究 著作 冯年华 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金融创新与发展 著作 刘永彪 金陵科技学院

基于供应链视角的食品质量安全管控体系的研
究

著作 姜方桃 金陵科技学院

顾炎武书法研究 著作 俞建良 昆山市昆仑堂美术馆

穿越历史趣读孟子
普及成
果

李金海 昆山市委宣传部

校企协同实践实习课程评价模型中指标权重的
优化

论文 卢国俭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 著作 尚继武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高师学科教学论课程与基础教育有效对接的重
心及操作模式

论文 李明高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问道：基于核心素养的“问学课堂”实践研究 著作 熊福建
连云港师专一附小教育
集团

圆仁入唐海州港口路线考 论文 赵旭 连云港市博物馆

海州湾渔民俗 著作 张大强 连云港市博物馆



结婚禁止论 著作 佘志勤
连云港市公安局政治保
卫支队

财产刑量刑和执行情况司法大数据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傅成保
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
院

上古图文密码 著作 仲几吉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研究室）

促进江苏沿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孙巨传 连云港市社会科学院

高铁网络对苏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战略影响研究
研究报
告

蒋红奇 连云港市社会科学院

中国经济复杂度的测算及其动态演进 论文 贾金荣 连云港市委党校

连云港传：结缘丝路两千年 著作 周一云
连云港市哲学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助读系统重构 著作 王唐平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守望乡村教育的麦田：连云港市乡村思品骨干
教师培育站的行与思

著作 薛家平 连云港外国语学校

基于媒体视角的视觉传达设计 著作 李一彪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论文 许军民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双螺旋视角下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培育模
式与发展路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 刘洪昌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连云港市小微企业经营能力和生存状况研究
研究报
告

钱军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民国时期油画创作与市场收藏趋势 论文 王吉祥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淮安构筑淮河生态经济带航空货运枢纽发展策
略研究

研究报
告

庞进亮
民建淮安市委、淮安市
现代物流学会

阅读傅抱石 著作 万新华 南京博物院

财产罪中“损失”要素的体系性定位 论文 王骏 南京财经大学

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价值与发展现代化 论文 陈翔 南京财经大学

新媒体、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工作搜寻——基
于长三角四市的调查分析

论文 黄昊舒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
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
释

论文 余泳泽 南京财经大学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居民收入流动性 著作 刘志国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论文 朱军 南京财经大学

Problems and Changes in Digital Librari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Services（用户服务视
角下数字图书馆在大数据时代的问题与发展）

论文 李树青 南京财经大学

加强社会保障 促进共享发展 论文 陶纪坤 南京财经大学

Can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constraint 
policy promote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ial 
sector（能源强度约束政策有效改进中国能源

论文 杨振兵 南京财经大学

非农就业、农地流转与农户农业生产变化研究 著作 钱龙 南京财经大学

脉冲和正则控制下的最优注资：一种混合策略 论文 李鹏 南京财经大学

美国“府学关系”问题研究：以权力边界为切
入点

著作 黄建伟 南京财经大学

先秦哲学视域中的个体性问题引论 论文 王敏光 南京财经大学

基于群体智能的农产品供应链网络多目标优化
设计

论文 赵霞 南京财经大学

本地服务要素供给与高技术产业出口——来自
中国省际细分高技术行业的证据

论文 陈启斐 南京财经大学

增加值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 论文 杨继军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国际旅游市场潜力提升研究 著作 万绪才 南京财经大学

显性契约、职工维权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劳
动合同法》的作用

论文 沈永建 南京财经大学

Representation of online destination 
image: a content analysis of Huangshan
（旅游目的地网络形象研究：以黄山为例）

论文 廉同辉 南京财经大学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 论文 韩中 南京财经大学

汉法餐饮美食词典 著作 孙越 南京财经大学

劳动力匹配、收入分配与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
结构稳定性

论文 杨小忠 南京财经大学

百年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研究 著作 温潘亚 南京财经大学



20世纪后20年长篇小说文体革新现象研究 著作 刘霞云 南京财经大学

英美后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研究 著作 段慧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研究 著作 余博 南京财经大学

论商品房买卖中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 论文 钱玉文 南京财经大学

互联网平台选择、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绩效 论文 万兴 南京财经大学

Optimal production, replenishment, 
delivery, routing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products with 
perishable inventory（库存易腐产品的最佳
生产、补货、交付、路径选择和库存管理策略

论文 邱玉琢 南京财经大学

Market reactions to environmental 
policies: Evidence from China（环境政策的
市场反应：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论文 蒋琰 南京财经大学

从农民到市民转化中的统计测度研究 著作 白先春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研究（1949～1978） 著作 陈鹏 南京财经大学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典型判例研究.破产法篇 著作 何旺翔 南京财经大学

创业环境对农民创业影响及其优化研究 著作 朱红根 南京财经大学

江苏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状况调查及建议
研究报
告

刘希刚 南京财经大学

福利治理视阈下城市困境儿童的福利提供——
基于南京市FH街道的个案研究

论文 高丽茹 南京财经大学

企业集团运行机制研究：掏空、救助还是风险
共担？

论文 韩鹏飞 南京财经大学

“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 论文 刘志红 南京财经大学

互联网金融对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基于SCCA模型及逐步回归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 朱辰 南京财经大学

土地：农民增收的保障还是阻碍？ 论文 骆永民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旅游专业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著作 何昭丽 南京财经大学

中外体育图书出版比较及其建议 论文 王爱萍 南京财经大学



组建江苏省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面临的挑战与对
策

研究报
告

于成永 南京财经大学

流动现代性与后马克思激进政治学 著作 卓承芳 南京财经大学

When do work stressors lead to innovative 
performance（工作压力何时会促进员工创新）

论文 张文勤 南京财经大学

创新补助究竟有没有激励企业创新自主投资—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新证据

论文 李万福 南京财经大学

绿色发展背景下中国碳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和系
统优化研究

著作 张成 南京财经大学

开放经济下的物价水平决定及中国检验 著作 毛泽盛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分红”——“昂贵的游戏
”还是“理性的选择”

论文 胡建雄 南京财经大学

How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trading in China—Enlightenment from 
evolution rules of the EU carbon price
（如何优化中国的碳交易发展——来自欧盟碳
价格演变规律的启示）

论文 方国昌 南京财经大学

How does the heterogeneity of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 affect R&D investment?
（异质性内部控制缺陷如何影响R＆D投资？）

论文 贺建刚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区域失衡研究——知识产权
保护实际强度与最适强度偏离度的视角

论文 唐保庆 南京财经大学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choices of 
regional sectors-energy-related CO2 
emissions: The third economic growth pole 
of China（区域-部门能源CO2排放的现状和未

论文 檀菲菲 南京财经大学

基于总成本和碳减排的物流园区与产业园区协
同选址

论文 陶经辉 南京财经大学

Does cognition matter? Applying the push-
pull-mooring model to Chines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withdraw from rural 
homesteads（认知是否重要？基于推-拉-锚定

论文 范雯 南京财经大学

嬗变与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研究 著作 程永波 南京财经大学

Personal Income Tax Reform in China in 
2018 and Its Impact on Income 
Distribution（中国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及
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论文 詹鹏 南京财经大学

秦峄山刻石
普及成
果

仇高驰 南京财经大学

栖霞区残疾人精准康复供需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研究报
告

许芸 南京财经大学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
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论文 卞志村 南京财经大学



媒体不实报道的长期价值毁损效应研究——基
于中联重科的案例分析

论文 姚文韵 南京财经大学

关于降低我省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

杨向阳 南京财经大学

IASB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发展概述及启示 论文 赵敏 南京财经大学

来华留学生分布的省际差异及空间收敛性分析 论文 杨洲 南京财经大学

农地产权变迁中的结构细分特征研究 著作 李宁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江北新区建设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改革试验
区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尹雷 南京财经大学

生存解释学研究 著作 梅景辉 南京财经大学

Beyond NPM to Post-NPM? A Study of China
’s Government Reforms Over the Past 40 
Years（从新公共管理到后新公共管理？一项中
国政府改革40年的研究）

论文 田小龙 南京财经大学

面子视角下组织期望贡献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研
究

论文 李召敏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2017 著作 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MTs’ overseas 
experienc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高管团队海外经验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

论文 杨林 南京财经大学

聚焦富民方略的财税政策创新：基于江苏样本
的研究

著作 叶林祥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本土文化情境下的内部控制模式探索 ——
基于明代龙江造船厂的案例研究

论文 张萍 南京财经大学

库恩对Paradigm一词的使用、理解及其中文翻
译

论文 王荣江 南京财经大学

Multi-period portfolio selection problem 
under uncertain environment with 
bankruptcy constraint（不确定环境下带有破
产约束的多阶段投资组合优化问题）

论文 李波 南京财经大学

南京明外郭 著作 朱明娥 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

南京历代名号
普及成
果

卢海鸣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
出版社

窥视与赏玩：闵刻本《会真图》图绘之变革及
其扩展性特征

论文 韩鹏
南京传媒学院（原中国
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传媒包装设计要素在体育表演作品中的应用研
究

论文 王莉莉
南京传媒学院（原中国
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纪录片的叙述者与叙述视角分析 论文 王更新
南京传媒学院（原中国
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以时空维度视角看信息传播规律 论文 董超
南京传媒学院（原中国
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选举政治的逻辑——美国反政治正确的归因分
析

论文 祁玲玲 南京大学

创新场论：从系统性到复杂性 著作 赵佳宝 南京大学

权衡的艺术：运营管理中的供需匹配策略 著作 李娟 南京大学

莫砺锋讲唐诗课
普及成
果

莫砺锋 南京大学

社会化信息搜寻研究 著作 杨建林 南京大学

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
畴形成的重要坐标

论文 李乾坤 南京大学

进城：传播学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 著作 郑欣 南京大学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
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

论文 贺光烨 南京大学

“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关于中国民众阶层
认同的新解释

论文 许琪 南京大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探讨 论文 周安平 南京大学

自由贸易协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中的规则之争 论文 冯帆 南京大学

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修订版） 著作 李恭忠 南京大学

新中国70年中国情境下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知识
图谱及展望

论文 赵曙明 南京大学

企业所得税改革、公司行为及其经济后果 著作 王跃堂 南京大学

从消极的作者到独立的作者：安德烈·巴赞的
“作者策略”探疑

论文 李蕊 南京大学

重审卞之琳诗歌与诗论中的节奏问题 论文 李章斌 南京大学

书理学引论 著作 叶鹰 南京大学



应急响应情报体系：理论、技术与实践 著作 苏新宁 南京大学

数学与音韵学的会通：数学方法在音韵学研究
中的应用

著作 聂娜 南京大学

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学：汉英对
照

著作 刘成 南京大学

中华图像文化史（共二十六卷） 著作 韩丛耀 南京大学

史实的构建：历史真理与理性差序 论文 马俊亚 南京大学

异辕合轨：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
趣

论文 曹虹 南京大学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来自田野的研究报告 著作 徐艺乙 南京大学

城市基层社会关系改造与政治运动进程研究
（1949—1976）

论文 沈毅 南京大学

Sharing or Integration:Rethinking the 
Localization of Co-working Spaces in 
Shanghai（共享或整合：联合办公空间在上海
的本土化）

论文 吴维忆 南京大学

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政策是否更公平 论文 王世岳 南京大学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与诺曼征服历史书写的“中
间路径”

论文 于文杰 南京大学

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 著作 胡阿祥 南京大学

个体认知专注与虚拟社区参与关系的元分析 论文 袁勤俭 南京大学

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 论文 梁晨 南京大学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测度机制研究 著作 郑建明 南京大学

美国次贷风险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研究 著作 裴平 南京大学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论文 王睿恒 南京大学

双线交织·人性叙事·乡土情怀——评莫言短
篇小说《天下太平》

论文 袁文卓 南京大学

近代佛教改革的地方性实践：以民国南京为中
心（1912-1949）

著作 邵佳德 南京大学

历代赋汇：校订本（共十二册） 著作 许结 南京大学



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绅修志”现象 论文 陈日华 南京大学

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 著作 潘祥辉 南京大学

数字人文框架下《德意志人物志》的群像描绘
与类型分析

论文 王涛 南京大学

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探索研究

著作 张明 南京大学

Politic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effects of proself and prosocial 
eng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制度转型深入期的企业政治联系与经营绩
效：一个整合工具行为、亲社会行为以及制度

论文 刘海建 南京大学

五四运动在乡村：传播、动员与民族主义 论文 卞冬磊 南京大学

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多元和整合 著作 赵庆庆 南京大学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国家治理的中国
方案与中国智慧

论文 张桐 南京大学

一致性解释原则在国际贸易行政案件中的适用 论文 彭岳 南京大学

中国网络评论发展报告（2019） 著作 赵曙光 南京大学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演变趋势、特征及对策 著作 朱力 南京大学

语用身份论：如何用身份话语做事 著作 陈新仁 南京大学

环境质量标准的侵权法适用研究 论文 陈伟 南京大学

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 著作 童强 南京大学

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
（2003-2013）

论文 陈云松 南京大学

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论文 李牧 南京大学

城市的自觉
普及成
果

姚远 南京大学

创新的意义：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加速康复外科
变革纪实

著作 张文红 南京大学

股权众筹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杨硕 南京大学



职业规划创新与实战 著作 夏季春 南京大学

南岳忠烈祠：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著作 周学鹰 南京大学

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研究 著作 张俊翔 南京大学

Is a Big Entrant a Threat to Incumbents? 
The Role of Demand Substitutability in 
Competition among the Big and the Small
（大企业进入者对于在位企业产生威胁吗？需
求可替代性在大小企业竞争中的作用）

论文 潘丽君 南京大学

城市高密度区域的犯罪吸引机制 论文 单勇 南京大学

Local Morphology Predicts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d Value Signals 
in the Human Orbitofrontal Cortex（人脑眶
额皮质脑区局部解剖特征预测表征体验奖赏价
值信息的神经信号的特征）

论文 李岩松 南京大学

水下文化遗产国际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孙雯 南京大学

个体本质：一条亚里斯多德主义路径 论文 张力锋 南京大学

试论文学翻译的生成性 论文 刘云虹 南京大学

放马滩简式占古佚书研究 著作 程少轩 南京大学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共享论 著作 陈志红 南京大学

面向专利知识服务的汉语本体学习研究 著作 王昊 南京大学

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居民收入分配 著作 刘丹鹭 南京大学

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 论文 吴愈晓 南京大学

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丛书十四册） 著作 张生 南京大学

任务互依性对员工建言行为的中介调节机制研
究

著作 李嘉 南京大学

跨学科视域中的当代艺术理论 著作 李健 南京大学

平台可以做到大而美吗——不同排序机制下的
厂商质量选择

论文 王宇 南京大学

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 著作 郑作彧 南京大学



The end effect in air pollution: The role 
of perceived difference（空气污染的尾值效
应：认知差异的作用）

论文 耿柳娜 南京大学

新中国经济史论 著作 杨德才 南京大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美术教育科学化体系的
建立

论文 尚莲霞 南京大学

生生的传统：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认知范式研
究

著作 李承贵 南京大学

语言转向视野下的文学理论问题重估研究 著作 汪正龙 南京大学

“美德导向”的根源与前途：“中国学习者悖
论”再考查

论文 张红霞 南京大学

行为决策理论：建模与分析 著作 肖条军 南京大学

中国文学思想史. 先秦至北宋 著作 周群 南京大学

Common Phonology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汉语方言共同音系）

著作 顾黔 南京大学

儒家美德与当代青年发展 著作 陈继红 南京大学

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 著作 周宪 南京大学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 著作 王建华 南京大学

地方干部的民主价值观：类型与结构特征——
对1456个地方干部的问卷分析

论文 肖唐镖 南京大学

HR三支柱转型：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逻辑 著作 张正堂 南京大学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 著作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知识生产模式Ⅱ方兴未艾：建设一流大学切勿
错失良机

论文 龚放 南京大学

剧场场景反媒介景观——以南希和朗西埃的剧
场理论为核心的考察

论文 王曦 南京大学

艺术的祛魅与艺术理论的重构 著作 周计武 南京大学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变迁、绩效与创
新

著作 高波 南京大学

当众孤独：人是表演的动物 著作 方蔚林 南京大学



城市偏向与工资差距（Urban bias and wage 
inequality）

论文 皮建才 南京大学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 著作 翟学伟 南京大学

Motivation but not valence modulates 
neuroticism-dependent cingulate cortex 
and insula activity（调节神经质个体扣带回
和脑岛活动的是动机而非效价）

论文 周仁来 南京大学

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 论文 秦宗文 南京大学

新媒体环境下隐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陈堂发 南京大学

互联网时代企业跨界颠覆式创新的逻辑 论文 张骁 南京大学

朝向实验主义的治理——社会治理演进的公共
行政意蕴

论文 张乾友 南京大学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书籍 著作 徐雁 南京大学

唐宋道教的转型 著作 孙亦平 南京大学

老有所养，当问谁？：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养老
保障与老龄服务再思讨

著作 高传胜 南京大学

文化洗牌和文学重建：英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后
现代性

著作 肖锦龙 南京大学

危机管理之道 著作 戴万稳 南京大学

个人信息权作为民事权利之证成:以知识产权为
参照

论文 吕炳斌 南京大学

互联网群体协作理论与应用研究 著作 朱庆华 南京大学

Does central supervision enhance local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Quasi-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中央监
督是否加强地方环境执法？来自中国的准实验

论文 张炳 南京大学

“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
观照——兼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
的复合互渗

论文 刘俊 南京大学

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
阶层突破

论文 余秀兰 南京大学

性别视角下的“农转非”路径及其收入回报：
基于CGSS2008—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论文 郭未 南京大学

确证难题的逻辑研究 著作 顿新国 南京大学



美国传播思想史 著作 胡翼青 南京大学

投资者情绪、意见分歧与中国股市IPO之谜 论文 俞红海 南京大学

风险社会视野中的公共管理变革 论文 张海波 南京大学

媒介·权力·性别：新中国女性媒介形象变迁
与性别平等

著作 王蕾 南京大学

The Ecosystem of Software Platform: A 
Study of Asymmetric Cross-side Network 
Effects and Platform Governance（软件平台
生态系统：跨边网络效应不对称性和平台治理

论文 宋培建 南京大学

复综语：形态复杂的极端 著作 马清华 南京大学

环境权理论的新展开 著作 吴卫星 南京大学

中美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深层学习”及其影响
机制的比较研究——基于中美八所大学SERU调
查的实证分析

论文 吕林海 南京大学

追求裁判的社会效果：1983-2012 论文 宋亚辉 南京大学

宫体诗的“自赎”与七言体的“自振”——文
学史上的《春江花月夜》

论文 张伯伟 南京大学

独立董事“政商旋转门” 之考察：一项基于自
然实验的研究

论文 叶青 南京大学

贪污贿赂犯罪研究（上、下） 著作 孙国祥 南京大学

Remarkable Advocates: An Investigation of 
Geographic Distance and Social Capital 
for Crowdfunding（卓越支持者：众筹项目中
地理距离与社会资本的作用研究）

论文 康乐乐 南京大学

Tariff scare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 by Chinese firms
（关税恐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的
市场进入）

论文 孟宁 南京大学

塑造趣味：晚明以西湖为中心的文人艺术生活
研究

著作 李晓愚 南京大学

数字青年：一种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著作 朱丽丽 南京大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 论文 唐正东 南京大学

南大建筑百年 著作 马晓 南京大学

辩护的政治：罗尔斯公共辩护思想研究 著作 陈肖生 南京大学



中国法律文明 著作 张仁善 南京大学

国际产能合作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著作 吴福象 南京大学

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
考察

著作 李里峰 南京大学

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乐
观偏差

论文 褚剑 南京大学

正负方法与心学重构——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
阳明学

论文 代玉民 南京大学

唐代公文词语专题研究 著作 张福通 南京大学

Warehouse location and two-echelon 
inventory management with concave 
operating cost（基于凹性运营成本的联合设
施选址与两级库存管理问题研究）

论文 吴婷 南京大学

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自信之路——从个体、团
队到学术社区的跨层次对话过程理论

论文 贾良定 南京大学

儒家关怀伦理研究 著作 韩玉胜 南京大学

试论艺术作为出场符号 论文 赵奎英 南京大学

论新时代档案工作的主要矛盾 论文 吴建华 南京大学

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八大问题 论文 叶继元 南京大学

“化工围江”治理的经验、难点与建议
研究报
告

徐宁 南京大学

“三块地”改革与农村土地权益实现研究 著作 黄贤金 南京大学

“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王安石《唐百
家诗选》新论

论文 巩本栋 南京大学

陪京首善：晚明南京的城市生活与都市性研究 著作 罗晓翔 南京大学

基于信息使用环境理论的引用行为研究: 参考
文献分析的视角

论文 成颖 南京大学

基于图形数据库的产品分类本体存储研究 论文 黄奇 南京大学

What is Wrong with Treating Followers 
Differently? The Basi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Matters（区别对
待有错吗？领导——成员交换策略的重要性）

论文 贺伟 南京大学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论文 洪修平 南京大学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机
理研究

论文 陈雅 南京大学

“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系列丛书（共八
册）

著作 张宪文 南京大学

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模
式探析

研究报
告

周长征 南京大学

哲学与“空间转向”——通往地方生产的知识 论文 胡大平 南京大学

中国智库索引 著作 李刚 南京大学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基于“
河长制”演进的研究

论文 沈坤荣 南京大学

进口国通关成本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论文 吴小康 南京大学

柳诒徵家书 著作 武黎嵩 南京大学

《鸟粪岛法》与美国海洋领土的扩张 论文 郑安光 南京大学

语义网与数字图书馆 著作 欧石燕 南京大学

非洲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资料汇编（共六
卷）

著作 张振克 南京大学

户籍改革、人口流动与地区差距 论文 朱江丽 南京大学

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著作 李江 南京大学

理解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核心著作
导读

普及成
果

张亮 南京大学

辱虐管理对下属沉默行为的影响——一个跨层
次多特征的调节模型

论文 席猛 南京大学

需求变化与中国劳动力就业波动——基于全球
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分析

论文 谢建国 南京大学

国民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处置（1937－1949） 著作 孙扬 南京大学

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到核心：公共管理学科再认
识

论文 孔繁斌 南京大学

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问题与建议
研究报
告

罗小龙 南京大学



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平台的实践与思考 论文 邵波 南京大学

台湾“台湾史”研究谱系及其史观嬗变述论 论文 张萌 南京大学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 著作 卞东波 南京大学

国际责任：一种新“文明标准”？ 论文 毛维准 南京大学

Too dark to revisit? The role of past 
experiences and intrapersonal constraints
（黑色旅游中的限制因素、过往体验以及重访
意愿的关系研究）

论文 张宏磊 南京大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三角地区的探索和实践 著作 黄繁华 南京大学

从驱动创新到实践创新：A.O.史密斯公司的创
新管理

著作 杨东涛 南京大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和中国关系的影
响

研究报
告

朱锋 南京大学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software on 
science: A bootstrapped learning of 
software entities in full-text papers（软
件对科学的影响力评价：基于全文本数据的自
扩展的软件实体抽取算法）

论文 潘雪莲 南京大学

多级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品供给：“省直管县”
改革与农村义务教育

著作 宗晓华 南京大学

信仰建构中的审美救赎 著作 潘知常 南京大学

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 论文 成伯清 南京大学

数据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研究 著作 陈曦 南京大学

MOOC与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研究 著作 杨海平 南京大学

Exploring continued use of mobile 
shopping channel in China: the effects of 
active coping and its antecedents（探索持
续使用移动购物的因素：积极应对的影响及其
前因）

论文 杨雪 南京大学

“九二共识”与大陆对台政策之关系述论——
兼论中国共产党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与实践

论文 刘相平 南京大学

认同、文化与地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与
经验研究

著作 范可 南京大学

生产控制的转换：消费社会与经济转型研究 著作 汪和建 南京大学



Analytical thinking style leads to more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s: An 
exploration with a process-dissociation 
approach（分析性思维模式导致更功利的道德

论文 李中权 南京大学

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
研究报
告

汪霞 南京大学

感受他人的“痛苦”：“底层”痛苦、公共表
达与“同情”的政治

论文 袁光锋 南京大学

高绩效组织中的社会资本及其人力资源实践创
新

著作 程德俊 南京大学

基础设施项目中合谋行为及其治理 著作 丁翔 南京大学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软实力：特色文化城市研
究

著作 张鸿雁 南京大学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 著作 周嘉昕 南京大学

民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撷要 论文 王运来 南京大学

江苏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
普及成
果

巢乃鹏 南京大学

Innovation or Imitation: The Diffusion of 
Citations（创新还是模仿：引文的扩散）

论文 闵超 南京大学

在狂欢感受与僵化结构之间——从网络流行语
看网络青年的社会境遇与社会心态

论文 王佳鹏 南京大学

体育城市创建中的德国经验与中国镜鉴 论文 王成 南京大学

实证的、解释的和批判的：心理学研究的三大
传统

论文 王波 南京大学

机会平等、制度绩效与统筹城乡医保 著作 顾海 南京大学

电影舆论思潮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周凯 南京大学

中华经典悦读丛书（共十三册）
普及成
果

王月清 南京大学

非洲城市化建设 著作 甄峰 南京大学

复数的数字人文——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数字人
文

论文 陈静 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丛书（共五册） 著作 张志强 南京大学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论文 王宇伟 南京大学



虚拟社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 论文 杜骏飞 南京大学

身体视角下的A.S.拜厄特小说研究 著作 徐蕾 南京大学

Labor Transfer in Emerging Economies---A 
Perspective from China’s Reality to 
Theories（新兴国家的劳动力转移——从中国
的实际到理论研究）

著作 李晓春 南京大学

Jumping onto the Bandwagon of Collective 
Gatekeepers: Testing the Bandwag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Diffusion on Social News 
Website（跳上集体把关人的乐队花车：检验社
交新闻网站信息扩散的乐队花车效应）

论文 王成军 南京大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美术转向 论文 封钰 南京大学

江南通志（点校本） 著作 程章灿 南京大学

秦淮灯会 著作 黄继东 南京大学

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语言艺术 著作 王加兴 南京大学

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
逻辑

论文 吴志远 南京大学

电商富民之路：盐城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实践 著作 郑称德 南京大学

一种文学生活
普及成
果

黄荭 南京大学

社会建设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情境合法性 论文 邓燕华 南京大学

China’s Closed Pyramidal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and the Stock Price Crash 
Risk（中国金字塔式的内部经理人市场与股价
崩盘风险）

论文 陈冬华 南京大学

（译著）金融经济学 著作 陈唯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从“专家导向”到“集体磋商”——论维基百
科时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

论文 刘一鸥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与语言态度的关
系研究

论文 罗小男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江苏现当代版画艺术探究 论文 贾成良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以高质量主题党日活动推动高校机关党支部建
设

论文 陈华 南京工程学院



Discussion on Action Behavior Creation in 
Sports from Spatial  Dimension（从空间维
度论体育运动中的动作行为创造）

论文 黄剑 南京工程学院

揭橥差异、多元共生——论安乐哲之中国传统
文化概念诠释与翻译策略

论文 刘性峰 南京工程学院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祖本创作时代再探 ——
从东晋南朝服饰角度谈起

论文 张珊 南京工程学院

新建本科院校“学术弱势群体”何去何从——
基于学术职业发展的审思

论文 张泳 南京工程学院

政治整合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 著作 王蒙 南京工程学院

习近平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思想 论文 王仕军 南京工程学院

我国高校招生计划分配制的法理透视与制度反
思——基于教育平等的考量

论文 杨艳飞 南京工程学院

电子产品闭环供应链回收渠道选择研究 论文 卢荣花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慕课的一种受控自主学习模式及其实施 论文 刘枫 南京工程学院

英语写作理论与实践 著作 张明爱 南京工程学院

以在线课程建设为抓手，打造一流课程——以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为例

论文 宋宇飞 南京工程学院

青年志愿者组织的资源动员 著作 龙永红 南京工程学院

地理学想象、可能世界理论与文学地理学 论文 颜红菲 南京工程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产业结构调整的机理
研究

著作 马晓国 南京工程学院

（译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新译：汉英对照 著作 乔小六 南京工程学院

江苏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与政
策建议

研究报
告

赵振东 南京工程学院

“三进三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新机
制

论文 史国君 南京工程学院

地域性传统文化承载视域下中国动画话语建构
研究

研究报
告

侯文辉 南京工程学院

隐喻•文化•认知 著作 丁毅伟 南京工程学院



淘出来的财富经 著作 田华 南京工程学院

高校辅导员队伍现状及其科学建设 论文 魏梅 南京工程学院

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区校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
与建议

研究报
告

韩冰 南京工程学院

汉族传统裙装的语言结构及其身体话语研究 论文 杨林 南京工程学院

现代室内设计中民族文化元素色彩和光线的融
合探讨

论文 吴智雪 南京工程学院

试论油画笔触的精神内涵 论文 沈颂 南京工程学院

花丝镶嵌工艺保护的问题与出路——以京、蜀
、黔三地花丝镶嵌行业现状为例

论文 崔衡 南京工程学院

高校生态德育的内涵审思、发展取向及实践向
度研究

论文 王祎黎 南京工程学院

“习性”下的阶级迷思：厄德里克小说研究 著作 袁小明 南京工程学院

应急管理关键因素的混合型识别方法研究 论文 金卫健 南京工程学院

新媒体时代艺术图像消费的流行性论析 论文 杨成立 南京工程学院

Revisiting Chinese 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 Based 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 Fresh Evidence（基于空间溢出效
应的中国资源诅咒假说的再验证）

论文 王荣 南京工程学院

面向农村的高校知识溢出：影响机理、演化路
径及引导策略

著作 解涛 南京工程学院

新形势下我国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文 刘艳华 南京工程学院

地神、药叉还是阿特拉斯：北朝弥勒图像托足
者新说

论文 张聪 南京工程学院

（译著）如何读懂建筑 著作 徐寅岚 南京工程学院

安全文化、工作满意度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论文 方叶祥 南京工业大学

面向协同创新的知识产权服务联盟研究 论文 李杉杉 南京工业大学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
研究

论文 李国 南京工业大学

工业设计振兴传统手工艺产业研究 著作 吴琼 南京工业大学



日本平成时代文学的后现代图景 论文 杨洪俊 南京工业大学

工业文化传承视域下的工业遗产更新研究——
以英国为例

论文 张健健 南京工业大学

家务劳动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第三
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论文 肖洁 南京工业大学

英语复句认知机制与路径研究：入场理论视角 著作 吴吉东 南京工业大学

整合社会工作视角下流动儿童社区融入研究—
—以N市D街道某公益创投项目为例

论文 田鹏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问题》与现代性反思——从罗素访华谈
起

论文 白薇臻 南京工业大学

内隐知识具有抽象性吗？——来自内隐序列学
习迁移的证据

论文 戴惠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跨系统区域图书馆联盟建设与发展实证研
究

著作 赵乃瑄 南京工业大学

水环境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探讨 论文 刘小冰 南京工业大学

Game theoretic analysis of one 
manufacturer two retailer supply chain 
with customer market search （考虑消费者
市场搜索行为的单制造商双零售商供应链博弈
分析）

论文 祁玉青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智能装备技术与产业政策发展趋势研究
研究报
告

赵顺龙 南京工业大学

静观中国城市规划馆 著作 钱凤德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前景理论的众包物流配送方行为决策演化
博弈分析——基于发货方视角

论文 吴斌 南京工业大学

国家级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
区为例

著作 马海韵 南京工业大学

共同体、资本家社会与市民社会：平田清明的
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著作 丁瑞媛 南京工业大学

“国家意识”的徒劳——《棒兵队》中冲绳人
的境遇与国家认识

论文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
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论文 夏后学 南京工业大学

工业化住宅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 著作 蒋博雅 南京工业大学

精准扶贫：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情感逻辑 论文 程军 南京工业大学



区块链技术创新下数字货币的演化研究：理论
与框架

论文 庄雷 南京工业大学

新时代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著作 周辉 南京工业大学

环境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比
较案例分析

著作 朱玉知 南京工业大学

An assess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基于环境约
束的中国能源效率评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论文 陈瑶 南京工业大学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知识搜索与企业竞争
优势

论文 吴松强 南京工业大学

理解与评价应用语言学实验研究 著作 鲍贵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逻辑结构标记的政治话语体系内部分化机
制研究

论文 汪欣欣 南京工业大学

深圳推动产业科技创新的实践与启示
研究报
告

陈红喜 南京工业大学

Debate with Zhuangzi: Expository 
questions as fictive interaction blends 
in an old Chinese text（与庄子论辩：古代
汉语文本中作为虚拟交际整合的说明性疑问
句）

论文 项名健 南京工业大学

论变异学与世界文学理论的新发展 论文 周静 南京工业大学

Energy-Efficient Window Retrofit for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Different Climatic Zones of China（不同气
候区域既有高层居住建筑窗户系统节能改造研
究）

论文 何琼 南京工业大学

江苏互联网金融支持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赵成国 南京工业大学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与实践——监管信息
透明度指数（FSSITI）与监管绩效指数(FSSPI)
的探索

研究报
告

王冀宁 南京工业大学

音韵学视阈下周秦至汉初语气词的音理特征及
其流变动因

论文 刘璐亚 南京工业大学

（译著）品牌创新：伟大的品牌如何建设、推
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

著作 姚山季 南京工业大学

语用学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述论 论文 孙莉 南京工业大学

医院科室管理中领导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著作 曹茜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利他偏好的鲜活农产品供应链决策研究 论文 孙玉玲 南京工业大学



高校科技创新中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对策
研究

著作 许敏 南京工业大学

谈电影色彩语言的艺术表现 论文 谷莉 南京工业大学

融媒体视域下提升高校传媒专业学生素质略论 论文 孔伟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人才强校评估体系的构建研究 论文 张琳琳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优化高职中外合作办学布局与丰富合作模式的
策略研究

论文 张莉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背景下金融支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著作 王雅丽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优化Shapley值的产学研网络型合作利益协
调机制研究——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为例

论文 张瑜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DPRF: A Differential Privacy Protection 
Random Fores（DPRF：一种差分隐私保护随机
森林）

论文 侯君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曲唱未绝响：基于田野调查分析 论文 板俊荣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断代史考察：1889-
1938

著作 徐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论继续性合同的解除 论文 王文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valuating re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China using an improved grey fixed weight 
clustering method-a case of Jiangsu 
Province（基于改进灰色定权聚类分析的我国
再制造产业评价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 刘文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法理研究 著作 高志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健康服务业发展状况研究 著作 吴和成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译著）New Paraphrase of Chuang Tzu（全
新解释 庄子）

著作 蔡忠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有声思维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著作 郭纯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n Improved Grey Dynamic Trend Incidence 
Model with Application to Factors Causing 
Smog Weather（灰色变趋势关联序模型构建及
其在雾霾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论文 王俊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艺术文化与艺术创造：抚云斋艺术论评集 著作 邱世鸿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欧盟反恐战略的发展与挑战 论文 陈洁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考虑决策者心理行为的拍卖问题研究 著作 高广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fficiency evaluation based o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in the big data 
context（大数据环境下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效
率评价）

论文 朱庆缘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绘画论 著作 张利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大数据背景下运动训练研究范式探索 著作 杜长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事件到非事件：一个真实现场的设定——比
尔·尼科尔斯关于纪录片创作论述的几点思考

论文 肖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设计产业管理：大国战略的一个理论视角 著作 成乔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守正创新做好中国故事的文艺表达 论文 邱爱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交话语隐喻认知叙事研究 著作 张立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宋代金石学家的书史建构与品评方式 论文 王东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进口自由化会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
于总出口核算框架的重新估计

论文 魏悦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sian Space Cooperation and Asia-Pacific 
Spa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 
Appraisal of Critical Legal Challenges in 
the Belt and Road Space Initiative 
Context（亚洲空间合作与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论文 聂明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大江东”说到“小江东” 论文 赵建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城市地铁工程安全风险实时预警方法及应用 著作 周志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模型驱动的诚信制度建设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
优化

研究报
告

朱建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警察权与涉警批评权的法理关系 论文 王生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产品二元价值结构的IT产品研发项目外包
关系契约研究

论文 楚岩枫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竞技能力增长理论模型及其演进 论文 胡海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nsemble RBF modeling technique for 
quality design( 基于集成神经网络的产品质
量设计)

论文
欧阳林
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省区域民营经济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
建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王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行政指导滥用及其矫正 论文 王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论文 许汉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耦合的实证研究—
—基于系统耦合互动的视角

论文 姜照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城乡“共生式”发展：现实逻辑与理论解读 著作 武小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词“还”的歧义及相关语音问题 论文 徐以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当代实践 论文 易华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苏打造大运河文化标识的思路与对策研究—
—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

研究报
告

时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破碎”的城市形象——论爱德华·阿尔比《
美国梦》中的城市书写

论文 王瑞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分析哲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方
法论

论文 邓伯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Contributions to sector-level carbon 
intensity change: An integrated 
decomposition approach (部门碳强度变动的
溯源：基于综合分解方法)

论文 王群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危机的宿命：奥康纳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研究 著作 何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类型、符号、隐喻与象征——中国传统绘画母
题“文人雅集图”的现代阐释

论文 王宗英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Forecasting China’s energy demand and 
self-sufficiency rate by grey forecasting 
model and Markov model（基于灰色马尔科夫
模型的中国能源需求和自给率预测）

论文 谢乃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网络科学视角下的推荐系统研究 著作 米传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际化语境下拔尖创新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路
径研究——基于家国情怀培养视角的实证分析

论文 刘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能源效率回弹效应研究 著作 查冬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的能力提升探析 论文 张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的教师跨界发展：概念模型、工
作机制和实施路径

论文 江爱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客户关系视角的中国电影北美观众接受不
确定性研究

研究报
告

李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Social media fatigue -Technological 
anteceden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ersonality traits: The case of WeChat
（社交媒体倦怠：技术因素和人格特质的调节

论文 肖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 论文 王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基于领域知识的学术创新力测度本体构建研究 论文 钱玲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思想政治工作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的价值
逻辑

论文 侍旭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工会与劳资关系调节职能——基于1853 篇
工会实践报道的研究

论文 胡恩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为思维而教 构建研究生课程教学“金课” 论文 毛景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大工程供应链协同合作利益分配研究 论文 时茜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Conflict Resolution Using the Graph 
Model: Strategic Interactions i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冲突分析图模
型：竞争与合作中的战略交互）

著作 徐海燕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资本论》三卷本之学术关系的再辨识——以
大卫·哈维的观点为例

论文 刘林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Alternative policies to subsidize rural 
household biogas digesters（农村户用沼气
池补贴政策选择——基于外部性内化视角）

论文 王长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民素质：精神文明的主体境界 论文 施向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研究 著作 吕立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时间可变的运作调度模型与算法 著作 虞先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多维视角下的党代会
普及成
果

徐川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的三重逻辑 论文 姜志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Model building of doctoral candidates' 
innovative ability tendency test based on 
gray target contribution theory (基于灰靶
贡献度的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倾向测评模型构
建)

论文 孙彩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mpathy or Perceived Credi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n Donor Behavior in 
Charitable Crowdfunding（同理心或项目可信
度？网络慈善众筹中捐赠者行为的实证研究）

论文 刘丽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意向图式视角下的图书馆网站平台交互设计 论文 徐永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The Localized Translation of the Bank 
User Manual Based on the Mobile Terminal 
Services（基于移动终端服务的银行用户手册
本地化翻译）

论文 邢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物象”象征化的美学机制考察 论文 王利平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发生机制研究——基于不同
经济学视角

论文 程东祥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时代城市交通治理社会路径研究 著作 何玉宏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美国高校的全面国际化——基于组织变革的视
角

论文 马嵘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保障对
策

论文 许建民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我国艺术设计的境界解析 论文 唐艺 南京理工大学

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 论文 李晓斐 南京理工大学

日语屈折词形态表征机制研究 著作 张鹏 南京理工大学

区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研究 著作 朱英明 南京理工大学

从“物纷”到“物哀”——论《源氏物语》批
评在日本近代的变迁

论文 张楠 南京理工大学

Forecasting realized volat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 A dynamic model averaging 
approach（变化世界中的已实现波动率预测：
一种动态模型平均方法）

论文 王玉东 南京理工大学

高铁简史
普及成
果

胡启洲 南京理工大学

晚清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内在困境及其现代启
示研究

著作 陈明胜 南京理工大学

近世日本中医思想变革中的身体机械论影响考 论文 赵熠玮 南京理工大学

拉开历史“舞台”的帷幕：马克思的市民社会
理论及其当代效应

著作 卢德友 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实践概念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论文 韩步江 南京理工大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新时代高等教育工
作的坚定践行者

论文 王亚军 南京理工大学



企业环境财务指数及环境财务融合绩效牵引研
究

著作 徐光华 南京理工大学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Tonal 
Processes by Children With Cochlear 
Implants （人工耳蜗儿童对普通话连读变调的
习得研究）

论文 汤平 南京理工大学

Epidemic-logistics Model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Operations Research（疫情
物流建模：运筹学的新视角）

著作 刘明 南京理工大学

资源政策调整对减排和环境福利影响——以煤
炭资源税改革为例

论文 徐晓亮 南京理工大学

复杂信息任务界面的出错-认知机理 著作 吴晓莉 南京理工大学

休谟的社会政治思想研究 著作 徐志国 南京理工大学

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社会反响与需求
调查研究

研究报
告

黄慧君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网络表示学习的科研合作预测研究 论文 张金柱 南京理工大学

会计实践能否提高会计学生职业道德推理能
力？

论文 邓德强 南京理工大学

Forecasting the prices of crude oil: An 
iterated combination approach（原油价格预
测：一种迭代组合方法）

论文 张耀杰 南京理工大学

互补设计思维与方法：基于视觉传达设计领域
的互补设计方法研究

著作 王潇娴 南京理工大学

产业结构化视野下的专利权经济价值分析研究 著作 刘运华 南京理工大学

多语言社会化标签质量评估及其聚类研究 著作 章成志 南京理工大学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
保障研究

研究报
告

董新凯 南京理工大学

（译著）福柯 著作 王育平 南京理工大学

定量数据分析效应值：意义、计算与解释 论文 蒲显伟 南京理工大学

“元文化学”：文化研究中的文本、符号与“
整体语言”

论文 张卫东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创建国家版权贸易基地的方案研究
研究报
告

徐升权 南京理工大学

充分发挥战略科技人才在我省聚力创新推进高
质量发展中作用的建议

研究报
告

戚湧 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 著作 陈伟 南京理工大学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著作 王永益 南京理工大学

科研众包视角下公众科学项目刍议：概念解析
、模式探索及学科机遇

论文 赵宇翔 南京理工大学

内控信息化的动态演进——苏州高新1994～
2011年纵向案例研究

论文 韩晓梅 南京理工大学

Changing Concepts of Ownership of Trust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of 
China's Trust Industry（中国信托业转型期
的信托财产所有权观念转变）

论文 孟珍 南京理工大学

左右之争与大学校政：陈立夫、徐诵明与西北
联大法商学院的整顿

论文 陈钊 南京理工大学

儿童家具设计研究及创新方法 论文 张楠 南京理工大学

Comparing Nanotechnology Landscapes in 
the US and China: A Patent Analysis 
Perspective（中美纳米技术发展全景图比较：
专利分析的视角）

论文 武兰芬 南京理工大学

高质量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高地——苏州
市经济发达镇改革的实践探索

研究报
告

范炜烽 南京理工大学

数据驱动的知识服务体系与方法 著作 王曰芬 南京理工大学

中等城市路内停车问题及治理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姜毅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
学院

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工作基本内涵与思想政治教
育策略

著作 陈新新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译著）良医有道：成为好医生的100个指路牌 著作 余湘萍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营邑立城 制里割宅：中国古代的城市设计
普及成
果

苏则民
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研究
会

源语语速与英汉同声传译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著作 张发勇 南京林业大学

日本环境设计史（上、下） 著作 许浩 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全三卷） 著作 孙建华 南京林业大学

森林法修改专家建议报告
研究报
告

张红霄 南京林业大学

生猪保险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张燕媛 南京林业大学



高校学报在“双一流”建设中的机遇和挑战 论文 郑琰燚 南京林业大学

我国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研究 著作 梅洁 南京林业大学

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张兴春 南京林业大学

西方科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研究 著作 刘海龙 南京林业大学

地域与户籍身份：城市困境儿童的福利排斥 论文 王梦怡 南京林业大学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论文 韩鹏云 南京林业大学

大学教育评价中的过度量化：表现、困境及治
理

论文 高江勇 南京林业大学

Remote Sensing-Based Analysis of 
Landscape Pattern Evolution in Industrial 
Rural Areas: A Case of Southern Jiangsu, 
China（中国苏南地区工业型乡村区域的景观格
局演变）

论文 王成康 南京林业大学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德性培育 论文 孟国忠 南京林业大学

生态困境的道德哲学研究 著作 牛庆燕 南京林业大学

怀疑与论证：新摩尔主义研究 著作 杨修志 南京林业大学

基于气候适宜性的江南古典园林空间形态研究 著作 熊瑶 南京林业大学

隋代石刻俗字考释六则 论文 邹虎 南京林业大学

大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空间演变：以南京主
城区为实证

著作 王慧 南京林业大学

五代墓志词汇研究 著作 周阿根 南京林业大学

苏南宗族型传统村落建筑景观研究 论文 李元媛 南京林业大学

中日动画电影产业比较研究 论文 彭俊 南京林业大学

多元主体保护模式下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 论文 黄滢 南京林业大学

近五年江苏科技学术期刊F5000论文及作者源分
析

论文 王国栋 南京林业大学

紧盯农地确权历史遗留问题 推进确权成果多元
化应用

研究报
告

高强 南京林业大学



身份的伦理认同 著作 窦立春 南京林业大学

我国63个学科期刊平均自引率与学科期刊数量
、被引集中度相关性分析

论文 刘昌来 南京林业大学

英文地理学论文撰写与投稿 著作 曹会聪 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理解与阐释 著作 王金玉 南京林业大学

Life-cycle carbon budget of China's 
harvested wood products in 1900-2015（中
国林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收支核算与评估（1900
–2015））

论文 杨红强 南京林业大学

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 著作 曹顺仙 南京林业大学

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共生演化理论 著作 张智光 南京林业大学

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及其价值重塑——以江南
传统村落为中心

论文 汪瑞霞 南京林业大学

南京城市开放空间形态研究（1900-2000） 著作 徐振 南京林业大学

以江苏高职院校为例谈高职学生职业价值观的
现状及对策

论文 何晓岩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基于职业教育视角的中国旅游人才供给与需求
研究报告（2018）

研究报
告

操阳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全域旅游视角下环太湖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研
究

著作 张骏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信息化时代旅行社发展及旅行社职业教育研究 著作 朱丽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内涵建设途径—
—基于面向工作过程的教材建设视角

论文 印伟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科技期刊数字侵权现状与版权保护——区块链
技术应用可行性初探

论文 孙婧 南京脑科医院

生态型政府论 著作 姚志友 南京农业大学

融合引文与Altmetrics的报纸论文影响力综合
评价方法研究

论文 彭秋茹 南京农业大学

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工具挖掘与量化评价 论文 祝西冰 南京农业大学

数字图书馆信息安全管理标准规范 著作 黄水清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与农业绩效：基于三维产权
安全视角

著作 马贤磊 南京农业大学



农户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 著作 刘丹 南京农业大学

家庭类型、代际关系与农村老年人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

论文 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城归”人口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补位”探
究

论文 林亦平 南京农业大学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变迁史论（1840-1911） 著作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道德的探险与反叛:清末儒学的主体觉醒及形而
上学重建

论文 王建光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著作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影响力分
析——基于CSSCI（1998-2016）数据

论文 孟凯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特色小镇：如何定位与怎样建设 论文 刘馨秋 南京农业大学

移动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及提升策略 著作 郑德俊 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论文 张新文 南京农业大学

旅游空间生产：理论探索与古镇实践 著作 郭文 南京农业大学

从传统到现代的高等农业教育——兼论中国“
新农科”教育

论文 董维春 南京农业大学

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师资建设理论与实践 著作 徐东波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时空演变及驱动力研
究

论文 孙华 南京农业大学

新发展理念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论文 孙琳 南京农业大学

印刷型馆藏架位调整方法研究与实践：图书按
架分段测量法

论文 胡以涛 南京农业大学

产业政策能否促进企业风险承担？ 论文 张娆 南京农业大学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研究 著作 刘志民 南京农业大学

基于分布式认知的文献数据库用户心智模型演
进驱动因素研究

论文 韩正彪 南京农业大学

我国食品安全指数的编制理论与应用研究——
以国家食品抽检数据为例

论文 李太平 南京农业大学

（译著）农谚精选=A Selected Collec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verbs：汉英对照

著作 李平 南京农业大学



PPP模式下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效、问题与建
议

研究报
告

杜焱强 南京农业大学

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 论文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从乡村治理到乡村振兴：农村环境治理转型研
究

著作 于水 南京农业大学

新中国70年城乡土地制度演进逻辑、经验及改
革建议

论文 陈利根 南京农业大学

人工智能重塑图书馆 论文 茆意宏 南京农业大学

Effects of land lease policy on changes 
in land use, mech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lution(土地租赁政策对土地
利用方式、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污染的影响研究)

论文 李静 南京农业大学

中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武进模式”的探索与
思考

研究报
告

吴群 南京农业大学

新农保与农地转出：制度性养老能替代土地养
老吗？——基于家庭人口结构和流动性约束的
视角

论文 徐志刚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信贷行为与经营绩效
——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 周月书 南京农业大学

生态地租视角下生态补偿及其土地利用变化效
应研究

著作 龙开胜 南京农业大学

Testing Asset Dynamics for Poverty Traps 
in Rural China（资产动态视角下中国农村贫
困陷阱研究）

论文 周力 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制度分析 论文 刘晓光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融创新机制与绩效
研究

著作 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改革政策
与配套措施研究

著作 欧名豪 南京农业大学

（译著）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
济学

著作 曹新宇 南京农业大学

利率工具、银行决策行为与信贷期限结构 论文 盛天翔 南京农业大学

新乡贤文化建设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季中扬 南京农业大学

我国土地出让制度改革及收益共享机制研究 著作 石晓平 南京农业大学

面向知识挖掘的平行句法语料库构建研究 著作 王东波 南京农业大学



预防性监管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吗？——基
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

论文 汤晓建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耿献辉 南京农业大学

Chinese Agriculture in the 1930s（20世纪
30年代的中国农业）

著作 胡浩 南京农业大学

学术Web主题结构挖掘研究 著作 杨波 南京农业大学

国家战略新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突破路径及
江苏发展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展进涛 南京农业大学

How did Land Titling Affect China’s 
Rural Land Rental Market? Size, 
Composition and Efficiency（农地确权如何
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基于市场规模、结构
和效率的视角）

论文 许玉韫 南京农业大学

论负责任创新的全责任本质 论文 刘战雄 南京农业大学

苏珊·桑塔格短篇小说空间形式研究 著作 顾明生 南京农业大学

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
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

论文 张龙耀 南京农业大学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民
政兜底保障作用研究——基于适应性治理与整
体性协同的江苏兜底保障方案

研究报
告

郭忠兴 南京农业大学

为质量而问责：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及其启示 论文 杨建国 南京农业大学

互联网时代农产品运销再造——来自“褚橙”
的例证

论文 葛继红 南京农业大学

为什么土地流转中存在零租金？——人情租视
角的实证分析

论文 纪月清 南京农业大学

齐民要术：节选
普及成
果

惠富平 南京农业大学

“One Health”理念的提出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姜萍 南京农业大学

论当代中国警政范式之嬗变与重构 著作 胡建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青少年安全防范教育读本
普及成
果

张帆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治治理模式研究 论文 周萍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林业生态安全与濒危野生物保护执法研究 著作 姜南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中国打击木材非法采伐与贸易的执法困境及破
解机制

研究报
告

陈积敏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高校学生学业表现数据建模研究 著作 丁国勇 南京审计大学

外贸高质量发展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 著作 陈维涛 南京审计大学

中国歧视女性的社会根源及在国家治理上的红
利：古今论据

论文 汤二子 南京审计大学

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背景下中国外贸增速变化机
理及对策研究

著作 戴翔 南京审计大学

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
及后果

论文 彭冲 南京审计大学

当代中国金融审计研究（1983-2018） 著作 江世银 南京审计大学

Analysis and design for multi-unit online 
auctions（多单位网上拍卖的分析与设计）

论文 王宏 南京审计大学

中国公共图书馆增强文化自信之地位研究 论文 王倩 南京审计大学

“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预警探究

论文 赵欢春 南京审计大学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问题与政策调
控研究

著作 金晶 南京审计大学

城镇化、教育质量与中等收入陷阱——基于跨
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 张欢 南京审计大学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法治绩效研究 著作 刘爱龙 南京审计大学

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财政收支行为影响研
究：基于国定扶贫县的实证研究

著作 李丹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隐性担保、债券违约与国企信用债利差 论文 王叙果 南京审计大学

消费者跨渠道协同评价与购买决策 著作 王崇 南京审计大学

功能—类型学视角下无标记受事前置句研究 著作 刘顺 南京审计大学

互动视角的汉语话语否定构式研究 著作 朱军 南京审计大学

供应链企业信任的演化分析与实证研究 著作 石岿然 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再工业化”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著作 徐礼伯 南京审计大学



大数据审计理论、方法与应用 著作 陈伟 南京审计大学

我国保障房有效供给机制研究：基于转型期地
方政府行为的分析

著作 贾春梅 南京审计大学

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
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论文 宋建 南京审计大学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
市波动率）

论文 刘莉 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高新区创新平台效应的实证研究 论文 史普润 南京审计大学

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 论文 杨飞 南京审计大学

Asymptotics for a bidimensional risk 
model with two geometric Levy price 
processes（带有两个几何Levy价格过程的二维
风险模型的渐近估计）

论文 杨洋 南京审计大学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东中
西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缩小

论文 刘智勇 南京审计大学

健康普惠金融前沿问题研究 著作 吴传俭 南京审计大学

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
府协调治理

著作 金太军 南京审计大学

产权管制下的农地抵押贷款机制研究 著作 汪险生 南京审计大学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Flow: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China（中国产学研协同创新中
知识流动策略与绩效研究）

著作 于娱 南京审计大学

如何有针对性地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基
于苏、桂、鄂、黑四省（区）99村、896户农户
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 冀县卿 南京审计大学

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规模扩张 论文 韩峰 南京审计大学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治理研究 著作 蒋永甫 南京审计大学

从“分割”走向“融入”：公共服务视角下劳
动报酬不平等效应分析

论文 王静 南京审计大学

Has China’s coal consumption already 
peaked? A demand-side analysis based on 
hybrid prediction models （中国煤炭消费是
否已经达峰？一个基于混合预测模型的需求侧
分析）

论文 王策 南京审计大学

带跳单指标模型的半参数跳点检测估计 论文 赵彦勇 南京审计大学

关于进一步推进城市群健康发展、重塑江苏经
济地理格局的建议

研究报
告

姚震宇 南京审计大学



乡愁生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中西部乡村
振兴的实现

论文 张劲松 南京审计大学

How do intermediaries drive corporate 
innov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ng 
examination （中介如何驱动企业创新？被调
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论文 林翰 南京审计大学

Turning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ethics 
into firm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green 
marketing programs（将企业环境伦理转化为
企业绩效的研究：基于绿色市场措施的角度）

论文 韩美妮 南京审计大学

关系网络扩展与农业交易治理机制创新：湘鄂
三县葡萄种植业的比较案例研究

著作 徐振宇 南京审计大学

网络信息的模式识别与可信测度 著作 李保珍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属本科2005-2017级新生心理状况白皮书
研究报
告

蔡智勇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理论、实际运作与风险控
制

著作 王雁红 南京审计大学

公共服务与城镇化质量的关联测度 论文 詹国彬 南京审计大学

网络借贷法律规制研究 著作 秦康美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对CPA审计效率提升有传导效应吗？—
—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审计的经验数据

论文 许汉友 南京审计大学

A multiple-link, mutually reinforced 
journal-ranking model to measure the 
prestige of journals (基于多链接相互加强
的期刊排序模型研究)

论文 余德建 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规模、制度环境和外贸发展方式 著作 易先忠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省区域消费环境指数研究
研究报
告

苍玉权 南京审计大学

以劳务输出推动精准扶贫 论文 樊士德 南京审计大学

我国区块链金融的法律规制——基于智慧监管
的视角

论文 朱娟 南京审计大学

商业银行大数据挖掘与应用 著作 孙杨 南京审计大学

海归创业企业的双元网络、资源整合能力与创
业绩效

著作 李乾文 南京审计大学

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资源的文化网络”
——一个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论文 苑丰 南京审计大学

民国法律解释制度 著作 李相森 南京审计大学



Affordable Care Encourages Healthy 
Liv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平价医保
有助健康生活: 理论框架及来自中国新型农村

论文 俞宁 南京审计大学

新时代辅导员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角
色定位

论文 尹曦 南京审计大学

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与效果评价 著作 刘骅 南京审计大学

我国企业外部导向的知识资本报告研究 著作 董必荣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结果公开与公众反腐参与——基于认
知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和结构方程的实证检验

论文 郑小荣 南京审计大学

从“鉴证”到“问责”——全球视野下国家审
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分析

论文 周维培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责任审计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耦合 论文 后小仙 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治理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与实现路
径

著作 王会金 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全覆盖驱动下的审计技术方法创新研究 论文 陈骏 南京审计大学

意识形态安全视阈下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基本
路向

论文 庞超 南京审计大学

企业社会保险为何存在缴费不实——基于财政
分权视角的解释

论文 鲁於 南京审计大学

政府审计能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吗——基
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论文 池国华 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理论研究：审计主题视角 著作 郑石桥 南京审计大学

信息技术环境下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优化研
究

著作 庞艳红 南京审计大学

基于情景感知的制造组合服务自适应决策机制 论文 任磊 南京审计大学

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和重要保障作用
研究报
告

戚振东 南京审计大学

大数据环境下审计全覆盖的实现路径 论文 杨柔坚 南京审计大学

机会主义择时与股权激励有效性研究 著作 王烨 南京审计大学

组织认同、信任调节与政府审计人员的离职意
愿

论文 王士红 南京审计大学



走向“整全人”的价值教育——兼论道德情感
与价值的统一关系

论文 王平 南京师范大学

英汉语情态助词违实句的生成语法分析 论文 张智义 南京师范大学

昆曲传统曲律的现代传承与革新探索 著作 刘芳 南京师范大学

青少年体力活动促进模式与实证 著作 陈培友 南京师范大学

以市场调控类环境规制健全我国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

研究报
告

郭进 南京师范大学

传统与转型：论我国优势项目运动队拟制宗族
的未来走向

论文 何俊 南京师范大学

回归本真：“教育与人”的哲学探索 著作 冯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

艺格敷词的历史及功用 论文 李骁 南京师范大学

情绪流 著作 章浩 南京师范大学

当代苏格兰小说研究 著作 吕洪灵 南京师范大学

（译著）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 著作 吴静 南京师范大学

羌族释比法器风格研究 著作 张犇 南京师范大学

语言接触视角下的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时
点时间词研究

论文 车淑娅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的空间思维——伦理空间视角下的道
德教育

论文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资本风口下民办幼儿园规范管理问题研究
研究报
告

王海英 南京师范大学

如何对待教育政策的内在性缺陷 论文 邵泽斌 南京师范大学

女性、生态、族裔：全球化时代的加拿大文学 著作 袁霞 南京师范大学

高校学历继续教育招生制度研究与探索 著作 张一春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何以优先关注法国“人权宣言” 论文 姚远 南京师范大学

家庭体育权利的应然与困境——秉承国家干预
与意思自治的精神

论文 王洪兵 南京师范大学



校长课程领导的取向差异与水平分层探析 论文 吴晓玲 南京师范大学

多视角透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 著作 郭爱民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与接受的障碍及其原
因探析

论文 许多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企业“走出去”获得发达国家“核心技术
”了吗？——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视角的
分析

论文 沈春苗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古代文化变迁与文学演进 著作 高峰 南京师范大学

社交媒体上跨学科用户发现及其知识传播研究 著作 吴小兰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何以关涉人的尊严 论文 胡友志 南京师范大学

论“thumos”与公民美德：忠犬或雄狮? 论文 陶涛 南京师范大学

睡虎地秦简与授田制研究的若干问题 论文 张进 南京师范大学

本真与转换：影视文体论 著作 王晖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 论文 沈杏培 南京师范大学

制度变迁及其绩效：中国农家行为研究 著作 彭小辉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政策负排斥及其治理研究 著作 钟裕民 南京师范大学

数学教育基本问题研究 著作 喻平 南京师范大学

凝视与审思：戏剧与影视艺术论稿 著作 贾冀川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网络地理信息安全的政策研究 著作 赵晖 南京师范大学

如何发现法理？ 论文 丰霏 南京师范大学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事中事后监管：现状、
启示与建议

研究报
告

倪咸林 南京师范大学

现代国家构建与发展的中国逻辑 论文 邱实 南京师范大学

青少年新媒体使用偏好及影响实证研究 著作 李建生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风险的刑法调控及其模式改造 论文 姜涛 南京师范大学

归化运动员国际赛事参赛资格法律问题研究 论文 张鹏 南京师范大学

生态女性主义 著作 韦清琦 南京师范大学

农村社区化服务与治理 著作 吴业苗 南京师范大学

武术文化空间论绎 著作 吉灿忠 南京师范大学

吐蕃统治河陇西域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以敦
煌、新疆出土汉藏文献为中心

著作 陆离 南京师范大学

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 著作 汪介之 南京师范大学

学校德育与班主任专业成长 著作 齐学红 南京师范大学

英国高等教育“教学卓越框架”：形成、实施
及评价

论文 崔军 南京师范大学

网络安全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 论文 尹培培 南京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有效公民参与:责任与信
任的交换正义——以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
15年演化历程为例

论文 秦晓蕾 南京师范大学

风险社会的道德教育 著作 章乐 南京师范大学

国民审美素养：社会转型时期的审美资本 著作 易晓明 南京师范大学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认同论析 论文 许开轶 南京师范大学

乐理与文化 著作 施咏 南京师范大学

关于制定农村地区小规模学校标准、保障小规
模学校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研究报
告

魏峰 南京师范大学

唐寅评传 著作 邓晓东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绩效评价研究 著作 朱菊芳 南京师范大学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Mainland China 
(2006–2015)（中国大陆专业学习共同体的研
究综述：主要发现与新兴主题）

论文 乔雪峰 南京师范大学

图像与空间：良渚玉璧“鸟立阶梯状边框”图
像新考

论文 徐峰 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视角下的近代日本对华文化侵略 著作 王一心 南京师范大学

唐宪宗传 著作 李天石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上、下） 著作 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神话的图像学研究 著作 王青 南京师范大学

花佣月令 著作 化振红 南京师范大学

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语篇和语用功能比
较研究

著作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第三卷，十月革命
至20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发展

著作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

经律异相校注（点校本） 著作 董志翘 南京师范大学

19世纪英国志愿医院服务体系中的贫困患者 论文 白爽 南京师范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内涵研
究

论文 沈晓海 南京师范大学

从“折衷”到“现代”：抗战寓澳时期高剑父
绘画思想的嬗变

论文 陶小军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利益法律化研究 著作 倪斐 南京师范大学

小学教师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
查

著作 华伟 南京师范大学

与经典的文学对话：欧美文学经典视野中的厄
普代克

著作 哈旭娴 南京师范大学

“互联网+”时代微学习资源开发与传播 著作 赵丽 南京师范大学

形而放学：美与秩序 著作 骆冬青 南京师范大学

知识、礼俗与政治——宋代地理术的知识社会
史探

著作 潘晟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1 著作 徐元勇 南京师范大学

Self-perceived uselessnes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中国
老年人自我无用感相关因素研究）

论文 赵媛 南京师范大学



Understanding impulse buying in mobile 
commerce：An investigation into hedonic 
and utilitarian browsing（移动商务环境下
的冲动型购买行为：基于娱乐式浏览与功利式

论文 龚秀媛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江北新区法治政府建设实施规划（2018-
2020年）》专家建议稿编制与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吴欢 南京师范大学

汉字中的家庭教育智慧 著作 殷飞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近现代漫画新闻史（上、下） 著作 胡正强 南京师范大学

论北魏军镇体制与六镇豪强酋帅 论文 薛海波 南京师范大学

坚守与徘徊：新闻人马星野研究 著作 王继先 南京师范大学

移动传播学 著作 靖鸣 南京师范大学

大学内部治理论 著作 胡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王秀良 南京师范大学

从词义到语境：“治外法权”误读、误用及误
会

论文 李洋 南京师范大学

《四库全书荟要》研究 著作 江庆柏 南京师范大学

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 著作 程杰 南京师范大学

从自由观念到美国批判：论苏珊·桑塔格的《
美国魂》

论文 姚君伟 南京师范大学

关于深化改革 激发自主创新活力的政策建议
研究报
告

刘利平 南京师范大学

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证明责任 论文 李浩 南京师范大学

国民党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 著作 刘继忠 南京师范大学

幽默与抗争：新闻人林语堂研究 著作 钱珺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伦理研究 著作 江守义 南京师范大学

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的关系结构及支持研究 论文 庄曦 南京师范大学

现代社会与道德批判 著作 李志祥 南京师范大学



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及对错误思潮
的批判

著作 徐芹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体系的知识结构要素与实
践功能

著作 杨守明 南京师范大学

解释作为法律的结构及其对法治的影响 著作 陈辉 南京师范大学

明万历官造无梁殿与妙峰大师 论文 朱馥艺 南京师范大学

均衡博弈：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生态竞争模
式及其实践

著作 史曙生 南京师范大学

作为政治概念的法治文化：内在张力与规范诉
求

论文 杨建 南京师范大学

从词汇学的体系性看“语词分立”说 论文 赵越 南京师范大学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measurement（知识溢出效
应测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论文 许箫迪 南京师范大学

1949年国民党长江防线失守原因论析 论文 郑忠 南京师范大学

重估高等教育改革 著作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身体修辞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空间建构 论文 陈吉德 南京师范大学

儿童语言障碍与习得研究 著作 梁丹丹 南京师范大学

国民政府与日本乙丙级战犯审判 论文 严海建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与黑格尔差异形成的原因探究 论文 杨海征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 著作 裴安平 南京师范大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 论文 何平 南京师范大学

行政改革试验授权制度的法理分析 论文 杨登峰 南京师范大学

城乡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理论 著作 邹农俭 南京师范大学

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下考虑战略顾客行为的供应
链协调研究

论文 陈志松 南京师范大学

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体力活
动为中介的模型验证

论文 王竹影 南京师范大学



《礼记》版本研究 著作 王锷 南京师范大学

二十世纪先锋派诗歌的视觉呈像 论文 倪静 南京师范大学

少数族裔与美国外交政策 著作 何晓跃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古都地理空间与景观过程 著作 姚亦锋 南京师范大学

Incremental validity of achievement goals 
in predic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成就目标对大学生主观

论文 陈陈 南京师范大学

元代关羽图像的发展 论文 王菡薇 南京师范大学

外语磨蚀的回归性研究 著作 倪传斌 南京师范大学

高铁开通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 论文 卞元超 南京师范大学

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测度方法及推进策略
研究

著作 熊筱燕 南京师范大学

居维叶及灾变论 著作 张之沧 南京师范大学

“多元交互式”教学评价 著作 朱雪梅 南京师范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事诉讼法》建议稿及立法
理由书

著作 刘敏 南京师范大学

筑牢新时代坚强战斗堡垒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

论文 胡敏强 南京师范大学

How referential uncertainty is modulated 
by conjuctions: ERP evidence from 
advanced Chinese-English L2 learners and 
English L1 speakers（指代歧义如何受连词类
型的影响？——基于高水平汉-英双语者和英语
母语者的脑电研究）

论文 徐晓东 南京师范大学

An Analysis of Attitude in Chinese 
Courtroom Discourse（中国法庭审判话语的态
度分析）

论文 施光 南京师范大学

治理理念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实践研
究

著作 叶飞 南京师范大学

浦泉流芳：南京明代名臣张瑄研究 著作 王志高 南京师范大学

英国议会圈地与民众的抵抗逻辑 论文 倪正春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の古城壁 著作 季爱琴 南京师范大学



我国互联网视频平台用户黏度提升策略探究—
—以芒果TV独播为例

论文 郭新茹 南京师范大学

儿童广告伦理 著作 郑蓓 南京师范大学

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著作 林敏洁 南京师范大学

Effectiveness of a community-based 
exercise program on balance performance 
and fear of falling in older nonfallers 
at risk for falling: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针对性运动锻炼对改善社
区跌倒高风险老年人群的平衡能力及惧怕跌倒
心境之有效性研究：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论文 赵亚楠 南京师范大学

Effects of global and local contexts on 
chord processing: An ERP study（近距离和
远距离音乐背景对和弦加工的影响：一项ERP研
究）

论文 张晶晶 南京师范大学

简帛文献与诸子时代文学思想研究 著作 杨隽 南京师范大学

城市基层治理的演进逻辑与善治路径 著作 陈辉 南京师范大学

共同善的镜像叙事：公共利益的西方政治哲学
考量

著作 张方华 南京师范大学

“后4%时代”财政性教育投入总量与结构分析 论文 姚继军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梧桐审美文化研究 著作 俞香顺 南京师范大学

“能力进路”视阈下的动物尊严与道德地位 论文 张燕 南京师范大学

关于提高江苏省“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
宣传水平和全国影响力的建议

研究报
告

王磊 南京师范大学

明清江苏藏书家刻书成就和特征研究 著作 王桂平 南京师范大学

Measuring book impact based on the multi-
granularity online review mining（基于多
粒度评论挖掘的图书影响力评价）

论文 周清清 南京师范大学

（译著）Stadtmauern in China（中国古城
墙）

著作 陈良梅 南京师范大学

近代安徽族田研究 著作 王志龙 南京师范大学

论中国共产党“心学”的内涵、理论特征和现
实意义

论文 汤建龙 南京师范大学

当代中西对话的另一种可能--从于连的l'alté
rité（他者性和相异性）和l'écart（间距）出
发

论文 肖盈盈 南京师范大学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 著作 李玮 南京师范大学

亚当·沙夫的“马克思人道观”研究 著作 王燕 南京师范大学

（译著）尤金·奥尼尔：四幕人生 著作 许诗焱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大都市边缘区的社会场景变迁 著作 张戌凡 南京师范大学

The effect of contextual diversity on eye 
movements in Chinese sentence reading（汉
语句子阅读中情境多样性效应的眼动研究）

论文 陈庆荣 南京师范大学

清代传统书院董事制度及其流变的历史考察 论文 任小燕 南京师范大学

从新出简牍看秦田租的征收方式 论文 李恒全 南京师范大学

烽火记忆——百名抗战老战士口述史：全3卷 著作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

无感伤害：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新特点 论文 顾理平 南京师范大学

犯罪成立罪量因素研究 著作 王彦强 南京师范大学

弗洛伊德主义新论：三卷本 著作 郭本禹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大运河文化旅游消费白皮书（2019）
研究报
告

侯国林 南京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的主要问题与改革思路 论文 虞永平 南京师范大学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stringency and 
the market for abatement goods and 
services in China（环境管制的严格性与中国
的减排商品和服务市场）

论文 刘震 南京师范大学

他者伦理视野中的道德教育 著作 吴先伍 南京师范大学

策略性媒体披露与财富转移：来自公司高管减
持期间的证据

论文 易志高 南京师范大学

（译著）美丽之谜 著作 李红侠 南京师范大学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学统与语文教育 论文 黄伟 南京师范大学

成为“南京样式”：16至19世纪中国外销瓷的
符号化

论文 施茜 南京师范大学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正义——从诺奇克与罗尔斯
之争谈起

论文 牛绍娜 南京师范大学



进化与道德 著作 张子夏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电影对戏曲情节的选择与运用 论文 朱怡淼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新媒体、新社会阶层：中国新媒体从
业者的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

著作 张伟伟 南京师范大学

人工智能体可罚性辩疑 论文 张镭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民道德的阐释 论文 刘昂 南京师范大学

（译著）改革中的人民：清教与新英格兰公共
生活的转型

著作 张媛 南京师范大学

第三维度：平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小说 著作 刘志权 南京师范大学

使职与乐官——古代士大夫参与制定礼乐文化
政策的两条途径

论文 陈伊笛 南京师范大学

伦理如何“回”乡村 著作 王露璐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传统审美意象与美术教育 著作 秦华 南京师范大学

Dispositional mindfulness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s of parental attachment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academic burnout in adolescents following 
the Yancheng tornado（盐城风灾后青少年亲
子依恋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学业倦怠的关系：

论文 安媛媛 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教师专业发展图景：知识与行动的研究 著作 李静 南京师范大学

风险治理视域下禁止性规范的正当性考量——
以校园网贷“三部规范性文件”为切入

论文 孟星宇 南京师范大学

技术的现代维度与教育价值 论文 顾建军 南京师范大学

Changes in European instruments as a 
reflection of a shift in legal 
philosophies relating to community 
sanctions and measures（社区刑罚和措施的

论文 杨雪 南京师范大学

论西方契约论的两个传统：自利与非自利 论文 陶勤 南京师范大学

我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 著作 李前进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范畴研究 著作 管新华 南京师范大学



音乐诠释学的三种意义取向 论文 陈新坤 南京师范大学

长江流域民歌非遗代表项目的地理分布 论文 向文 南京师范大学

习近平立德树人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精神实质 论文 戚如强 南京师范大学

刑事司法过程的刑法学建构问题研究：刑法学
司法逻辑化的方法论

著作 刘远 南京师范大学

调适与创新——义乌穆斯林的信仰空间研究 论文 白莉 南京师范大学

英美数据管理计划与高校图书馆服务 论文 陈秀娟 南京师范大学

有闻必录：一个中国新闻口号的兴衰 著作 操瑞青 南京师范大学

都市戏剧与空间正义：三部美国族裔戏剧中的
政治考量

论文 陈爱敏 南京师范大学

新时代网络治理的历史缘起与话语转向 论文 徐亚清 南京师范大学

兼顾各方利益抓细落实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 论文 尹梅兴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宿迁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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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船舶岸电）专利预警分
析报告

研究报
告

张敏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著作 吕林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汉语常用100词源流演变研究 著作 曹翔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青少年宽恕教育 著作 乔虹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泰州安定书院的现代价值彰显研究
研究报
告

霍云峰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视听续说的即时协同与延时促学效应 论文 刘艳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

儿童在前，我在后：与孩子们一同沉醉于小学
品德课堂

著作 唐隽菁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太平天国史料汇编 著作 曹志君 南京市博物总馆

陆探微传 著作 郦英南 南京市博物总馆



南京名志导读.县志篇
普及成
果

闫文献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办公室

新一轮全球城市发展愿景研究及对南京“十四
五”规划的启示

研究报
告

汤晋
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一路前行：南京溧水：1949—2019
普及成
果

陈宗波
南京市溧水区委党史工
作办公室

住房正义的经济学研究 著作 吴海瑾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递送体系的制度演变 著作 苏健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当前南京市独角兽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关注的几
大问题

研究报
告

郑琼洁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南京解放史：1945—1949 著作 方芳
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南京红色印迹（1921-1949）
普及成
果

余翔
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的内在逻辑与思维方法 著作 王兵 南京市委党校

初心永恒：雨花英烈话语解读
普及成
果

向媛华
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
管理局

更大力度汇聚全球创新资源，推进创新名城建
设

研究报
告

唐富春 南京市政协

关于立足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打造全国最优营
商环境示范市的报告

研究报
告

谢德俊 南京市政协办公厅

公正审判权研究 著作 羊震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游记》研究新探 著作 杨俊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培智教育教师对智力残疾学生自我决定教学认
识与教学实践的混合研究

论文 汪斯斯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澳大利亚融合教育的课程调整及启示 论文 李拉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特殊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与
战略推进

论文 杨克瑞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特殊儿童家长心理健康状况及其调节因素的元
分析

论文 徐琴芳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农村籍大学生返乡创业推进机制研究 著作 涂平荣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残障学生大学学习经历的重新解读——基于心
理资本的认知框架

论文 蔡翮飞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中国神树图像研究 著作 刘芊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近代汉语颜色词研究 著作 赵晓驰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插上梦想的翅膀：关于残疾人生存发展的建议
普及成
果

张九童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视障学生语调情绪识别特征的研究 论文 范佳露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金融集聚下的中国碳金融发展研究 著作 梅晓红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政策分析 著作 史万兵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基于扎根理论的跨部门政务信息共享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

论文 杨会良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江苏残疾人公共体育服务运行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金梅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汉字审美与文化传播 著作 王悦欣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从“机器”到“措置”：管窥阿尔都塞与福柯
的理论差异

论文 洪北頔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科学定量研究方法与应用 著作 范凯斌 南京体育学院

校园足球核心价值体系与路径选择 著作 侯学华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全面健康影响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著作 高亮 南京体育学院

体育综合体消费者服务需求研究——基于对江
苏省14家体育综合体消费者的样本调查

论文 丁云霞 南京体育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的丰富内
涵和主要渊源

论文 丁永亮 南京体育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政策的演变特征
与内容分析

论文 刘叶郁 南京体育学院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
同属性论

论文 蒋艳 南京体育学院

儿童体育活动课程中增强现实体育游戏的设计
与应用

论文 叶强 南京体育学院

商业性体育赛事承办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著作 王凯 南京体育学院

对中国职业网球未来发展走向的思考 论文 蒋宏伟 南京体育学院



当下我国流行健身项目的体育文化透视——以
瑜伽为例

论文 江山 南京体育学院

2006-2015年运动生物力学研究者合作网络特征
分析

论文 谢恩礼 南京体育学院

民国时期体育议决案对武术教育发展的影响 论文 刘帅兵 南京体育学院

《东方杂志》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
机的聚焦和分析

论文 孙绪芹 南京体育学院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价值取向研究——基于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及
其配套政策文本分析

论文 孙国友 南京体育学院

我国公共体育场馆服务外包项目多元监管模式
发展研究

论文 郑美艳 南京体育学院

公共与垄断：奥运传播中的知识产权研究 著作 李金宝 南京体育学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发
展的战略使命

论文 郭修金 南京体育学院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场馆资源开发研究 著作 叶小瑜 南京体育学院

中国武术“道”之诠释 论文 张道鑫 南京体育学院

美国运动健康促进服务体系及其对健康中国的
启示

论文 彭国强 南京体育学院

新时代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使命与创新路径研
究

论文 杨国庆 南京体育学院

建国以来体育价值变迁的观念史证与文化阐释 论文 焦素花 南京体育学院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来自苏南地区的
创新实践

著作 谢正阳 南京体育学院

论列宁对俄国社会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启示 论文 朱晓林 南京体育学院

奥运遗产研究前沿与热点分析 论文 史国生 南京体育学院

高校适应性体育 著作 李波 南京体育学院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特质 论文 渠彦超 南京体育学院

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中病人地位的改变 论文 张春梅 南京体育学院

基于现代性脱域机制的中国信任问题 论文 孙凤兰 南京体育学院



身体文化特征及其对体育运动的启示 论文 李强 南京体育学院

我国退役运动员人文关怀与可持续生计模式相
关政策研究

研究报
告

邹德新 南京体育学院

职业足球俱乐部品牌管理思考 论文 马宁 南京体育学院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解析 论文 柏景岚 南京体育学院

江苏省中小学生膳食营养调研报告 著作 徐凯 南京体育学院

对不同时期我国田径优势项目训练理念和实践
的审视与反思

论文 陆锦华 南京体育学院

从博士点招生专业研究方向看我国体育院校体
育学学科方向设置

论文 盛蕾 南京体育学院

民国时期各省市国术馆资料汇编 著作 冷传奇 南京体育学院

新时代体育强省建设理论与实践 著作 朱传耿 南京体育学院

论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平衡 论文 闫成栋 南京体育学院

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 著作 赵琦 南京体育学院

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与环境互动关系之比
较

论文 沈鹤军 南京体育学院

林业生态安全调控模型构建与对策研究 论文 余霞 南京体育学院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政策体系研
究：价值、理念与框架

论文 刘红建 南京体育学院

高尔夫球运动员核心竞技能力的特征及评价 论文 殷怀刚 南京体育学院

张岱年伦理与文化思想研究 著作 迟成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衔接研究 论文 戴丽君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协聚集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研究 著作 张颖超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题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刘忠斌 南京图书馆

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与政策分析研究 著作 尹楠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质量-品牌-渠道的OEM供应链协调研究 著作 姜金德 南京晓庄学院

鲁敏论 论文 余荣虎 南京晓庄学院

（译著）语言政策 著作 方小兵 南京晓庄学院

复杂系统观下幼小衔接问题的本质探究——以
一个澳大利亚华人孩子的游戏活动变化为例

论文 马君谦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OLAP的域外访问数字资源管理研究 论文 刘慧 南京晓庄学院

In Response to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Social 
Transformation（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法治
回应）

论文 李昌庚 南京晓庄学院

代价论视野下的教育改革研究 著作 唐小俊 南京晓庄学院

长三角县域房价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
析

论文 韩艳红 南京晓庄学院

（译著）巴厘岛音乐 著作 于晓晶 南京晓庄学院

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史：1917-1949 著作 杨冰 南京晓庄学院

民国时期《礼记》研究考论 著作 郎文行 南京晓庄学院

鲁迅幼儿体育观探讨 论文 苏永骏 南京晓庄学院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及其危害
的分析批判

论文 王翼 南京晓庄学院

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 著作 朱琪 南京晓庄学院

The neural substrates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are related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reschool irritability: A 
fNIRS investigation（认知灵活性的神经机制
与学前儿童易怒的关系：基于fNIRS的研究）

论文 李艳玮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众筹的学科服务与资源建设研究 论文 陆康 南京晓庄学院

经典课文审美解读与阅读教学设计：技能篇：
全2册

著作 莫先武 南京晓庄学院

晓庄十烈士传
普及成
果

王延光 南京晓庄学院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及服务状况.2019 著作 任其平 南京晓庄学院



水中运动对绝经后妇女心血管健康影响的Meta
分析

论文 周文生 南京晓庄学院

保险公司效率评估：双重视角下的比率RAM方法
与应用

著作 崔晓东 南京晓庄学院

大数据环境下的图书馆异构数据统一访问与转
化系统

论文 曹畋 南京晓庄学院

幼儿意外伤害发生规律探析——基于1315个案
例的实证研究

论文 田腾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规模经营视角的农户经营主体的变迁 著作 董帮应 南京晓庄学院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增长研究 著作 王奇珍 南京晓庄学院

The Effects of Hedonic, Gain and 
Normative Motives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Multiple Mediating Evidence 
from China（享乐、功利和规范动机对绿色消

论文 汤艳梅 南京晓庄学院

关于深入推进汉语方言传承工作建议的调研报
告

研究报
告

郭骏 南京晓庄学院

论马克思科学无神论产生的时代规定性及其当
代启示

论文  王祥 南京晓庄学院

知微见著：新闻实践的观察与思考 著作 于松明 南京晓庄学院

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 著作 杨学民 南京晓庄学院

黑格尔伦理学说中的教育思想 论文 刘霞 南京晓庄学院

南京市幼儿园经济困难幼儿学前教育资助现状
与资助需求分析

研究报
告

周红 南京晓庄学院

师范生教学专长培养的困境及发展系统策略 论文 陈薇 南京晓庄学院

江苏省公办本科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推文应
用调查与对策分析

论文 杨明 南京晓庄学院

治理理论研究新探 著作 夏金华 南京晓庄学院

内隐人格理论对他人印象加工策略的影响 论文 崔诣晨 南京晓庄学院

慢文化视角下的高淳国际慢城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创建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涂玮 南京晓庄学院

理性范式的转换与社会治理的建构 著作 王文建 南京晓庄学院

正规金融约束、规模农地流入与农机长期投资
——基于水稻种植规模农户的数据调查

论文 柳凌韵 南京晓庄学院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理与优化研究 著作 王圣元 南京晓庄学院

传播媒介的变迁与艺术批评的转向 论文 陶亚萍 南京晓庄学院

在线商户商品信息呈现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
的研究

著作 喻昕 南京晓庄学院

晚年罗明佑在香港的电影活动——兼对影片《
重生》的考察

论文 王万尧 南京晓庄学院

戏剧研究的空间转向：以20世纪美国都市戏剧
为重点

论文 陈一雷 南京晓庄学院

金融杠杆、房价高企与汇率波动——基于DSGE
和TVP-SV-VAR模型的双重检验

论文 董凯 南京晓庄学院

勇猛精进：俞云阶的油画艺术 著作 陈光龙 南京晓庄学院

当代西方教育成层理论的身心转向及其启示 论文 张济洲 南京晓庄学院

煤矿安全风险集成管理成熟度提升原理与方法
研究

著作 顾静 南京晓庄学院

基于内涵发展的高校评估策略 著作 潘小宇 南京晓庄学院

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分异研究 著作 刘晓红 南京晓庄学院

限时写作条件下任务前构思和在线构思对二语
写作语言表现的影响

论文 王静萍 南京晓庄学院

受众主体视域下电视重大主题报道贴近贴心之
策

论文 孙涛 南京晓庄学院

先秦至唐五代哀悼诗文体论、艺术论、作家论 著作 温瑜 南京晓庄学院

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和经济效应研究 著作 赵星 南京晓庄学院

二十世纪甲骨文书法研究 著作 陈爱民 南京晓庄学院

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 著作 刘大伟 南京晓庄学院

解放区后期文学价值观论析——从《血泪仇》
说起

论文 秦林芳 南京晓庄学院

翻译研究：探索与思考 著作 周红民 南京晓庄学院

我国钢企获取铁矿资源控制权的策略研究 著作 陈玉山 南京晓庄学院



问题承接与范式转换：从鲍德里亚看西方后马
克思主义

著作 张天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制造业泰尔熵指数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
响研究

论文 吴敏洁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州集校注 著作 张静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文化记忆：兴起逻辑、基本维度和媒介制约 论文 王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明清传奇互文性创作研究——以传奇对《牡丹
亭》的接受为中心

论文 张岚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论本科教育从“教学范式”向“学习范式”的
整体性变革——以知识范式转换为视角

论文 吴立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工笔画的“当代性”刍议 论文 谭鸿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Governance rescaling and 
neo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water 
governance: the case of China's South-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中国水治理的

论文 盛济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从权力技术到主体修行——福柯晚期思想的伦
理-诗学之维

论文 杜玉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海归英语教师专业身份研究 著作 杨春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Structuring Polysemy in English Learners
’ Dictionaries: A Prototype Theory-Based 
Model（英语学习词典中的多义词编排：一个基
于原型理论的模型）

论文 卢华国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现代汉语话题结构的词汇功能语法研究 著作 郑友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美大学生身体形象与身体活动量及其关系
的对比研究

论文 李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译著）帕哈萨帕之歌：与印第安长者的旅行 著作 潘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 论文 李颖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国际分工视野下贸易壁垒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阐
释

著作 葛和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韩国语元音教学研究 ——以“ᅥ [eo]”与“
ᅩ [o]”发音为中心

论文 朴贵花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正义的排放：全球气候治理的道德基础研究 著作 陈俊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人类解放的审美之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
治美学思想研究

著作 文苑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Two-machine flow shop scheduling with 
deteriorating jobs minimizing the 
weighted sum  of makespan and total 
completion time（工件具有退化效应的极小化
加权完工时间和总完成时间的双机流水车间调

论文 程明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
的影响

论文 顾和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有意思”的笔误——从十七年两部经典小说
谈起

论文 魏宏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和合翻译学 著作 吴志杰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Online 
Interaction of Sino-British Learners（中
英远程学习者在线交互文本对比分析）

论文 刘铭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习近平网络强国战略的四重维度论析 论文 岳爱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故国之思 著作 杨飞飞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 著作 龚培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传承与出新并行的艺术史进程——再论由宋入
元的绘画史变迁及其相关问题

论文 刘凯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如何塑造来华教育服务贸易新优势——基于“
一带一路”视角的分析

论文 孙少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一流本科教育”的学习制度逻辑及其建设路
径

论文 王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基于操作目标的利率政策操作效果研究 论文 于波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乡镇政府组织结构变革研究 著作 曾维和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供应链契约设计和优化决策：基于努力投入的
视角

著作 马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实验实在论中的仪器问题 论文 邵艳梅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空间书写与美国民族认同的
建构研究

论文 张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新能源设备制造业的补贴政策设计研究 著作 张慧明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 novel multiscale nonlinear ensemble 
leaning paradigm for carbon price 
forecasting（碳市场价格多尺度非线性集成学
习预测新方法）

论文 朱帮助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中学语文名篇新读 著作 汲安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风险的特点、成因及其治
理

论文 蒋明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IPO框架下翻译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研究 论文 吕红艳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An intertemporal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with cap adjustment and path 
control（总配额调整和跨期碳市场排放路径控
制）

论文 江民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Multifractal Detrended Analysis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多重分形去趋势分析方法及其在金融市场中
的运用）

著作 曹广喜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
学院

明清回儒汉文译著研究的当代启示 论文 金贵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一心三维”创新型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以高职软件人才培养为例

论文 孙仁鹏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healthcare 
utilization, and costs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community-dwelling adults in 
China（社会医疗保险、医疗服务利用与费用：

论文 王中华 南京医科大学

Investigation and Strategic Analysis of 
Public Willingness and Attitudes Toward 
Organ Donation in East China（中国华东地
区民众器官捐献意愿和态度的调查及对策分
析）

论文 张露青 南京医科大学

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评价 著作 詹祥 南京医科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研究 著作 陶磊 南京医科大学

中外医学教育比较 著作 黄睿彦 南京医科大学

南医大加快紧缺人才培养服务“健康江苏”建
设

研究报
告

朱亚 南京医科大学

介入与改变：社会非正式照护力量参与养老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李现文 南京医科大学

关于江苏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

钱东福 南京医科大学

高校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的研究 ——基于江苏省
24所高校科研财务助理制度执行现状调查分析

论文 褚珊 南京医科大学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 著作 姚俊 南京医科大学

沙粒中的宇宙：微电影叙事学研究 著作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体系建构研究（上、下） 著作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



亚纳切克歌剧《卡佳•卡巴诺娃》研究 著作 屠艳 南京艺术学院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包豪斯？——《包豪斯》舞
台剧的创作初衷与多维叙事

论文 孙海燕 南京艺术学院

当前建筑文化遗产的艺术性保护论析 论文 陈红雨 南京艺术学院

视听艺术空间的数字化重构 著作 魏佳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图案艺术综述 论文 张抒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驱动创新发展的国际现状和趋势研究 著作 何晓佑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画教育的现代转型 著作 顾平 南京艺术学院

胶片危机——对抗战前后电影产业的一种考察 论文 秦翼 南京艺术学院

古今同名乐器考（系列论文） 论文 刘文荣 南京艺术学院

从赫梯血祭器至粟特贵族酒具——跨越欧亚文
明的兽饰“来通杯”东传演变考

论文 程雅娟 南京艺术学院

混杂的身份——19世纪西方瓷器中的中国元素 论文 赵泉泉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竹笛演奏艺术的美学传统研究 著作 王晓俊 南京艺术学院

上博简《缁衣》南北交融的书风研究——兼论
其为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

论文 朱友舟 南京艺术学院

浅谈粉彩瓷器修复——以清光绪景德镇粉彩描
金云龙纹葫芦瓶为例

论文 周庆 南京艺术学院

关于将南京“文交会”升格为中国数字创意博
览会的建议

研究报
告

李向民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画论史 著作 张曼华 南京艺术学院

形式的生成：关于设计基础教学中的形式课题
研究

著作 周庆 南京艺术学院

民国“幼者本位”观念影响下的儿童生活设计
考察——以玩具设计为中心

论文 熊嫕 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信息在艺术表现形式中的编码方式探析 论文 郑娟 南京艺术学院

文化审美视域下钢琴艺术的发展研究 著作 刘南 南京艺术学院



“零点”迷局及其思潮解构 论文 冶鸿德 南京艺术学院

正统之路:渐江与董其昌语境中的师古与师造化 论文 吕少卿 南京艺术学院

秋子咏叹调《想想你的家》演唱艺术探微 论文 曹琳 南京艺术学院

中国英语学习者反事实表达使用情况研究 论文 贾光茂 南京邮电大学

电车交通与城市社会：1905-1937年的上海 著作 李沛霖 南京邮电大学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论文 吕龙 南京邮电大学

论江苏昆曲动漫化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 论文 刘庆科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与当代民生建设 著作 李咏梅 南京邮电大学

扇子的故事：中国传统造物的礼仪与审美 著作 杨祥民 南京邮电大学

居家养老智慧服务体系构建与运营模式研究—
—基于南京市秦淮区的调查

研究报
告

姚国章 南京邮电大学

权益受损与农民工幸福感 论文 李潇晓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新型城镇化经济效应研究 著作 范兆媛 南京邮电大学

中英沪宁铁路余利交涉（1916-1924） 论文 葛玉红 南京邮电大学

云南省哈尼族农村居民综合发展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

研究报
告

舒星宇 南京邮电大学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论文 陈宗章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ACC支付模式的供应链金融模型研究 论文 张冲 南京邮电大学

道德分歧对道德实在论有何影响？ 论文 杨征源 南京邮电大学

名词和动词的区分——来自语言学和神经认知
科学的证据

论文 易保树 南京邮电大学

高校社会捐赠的动力机制与策略选择 论文 钱晓田 南京邮电大学

论人工智能的教育尺度——来自德雷福斯的现
象学反思

论文
孙田琳
子

南京邮电大学

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著作 金久仁 南京邮电大学



大学期间学生学习成果增值轨迹：一项潜变量
增长模型分析

论文 杨立军 南京邮电大学

城市生态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研究 著作 吴璟 南京邮电大学

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 著作 李敢 南京邮电大学

互联网+教育智慧路向研究 论文 陈耀华 南京邮电大学

学科发展视野中的大学学术组织管理模式创新
研究

著作 李峻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质性分析的MOOCs高退学率归因研究 论文 张刚要 南京邮电大学

从“情报服务”到“情报干预”——从决策失
误看情报作用的一些思考

论文 胡雅萍 南京邮电大学

知情购仿信息搜索、购买决策、非法分享与社
会治理研究

著作 陈瑞义 南京邮电大学

全媒体背景下国内数字博物馆的问题分析与改
善策略研究

论文 王琪 南京邮电大学

数据资本主义的内涵、演进和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

景杰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新市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 著作 孙友然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学科“边界”视角的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困
境及对策

论文 葛敏 南京邮电大学

日本译莎活动影响下的《哈孟雷特》翻译－从
田汉译莎的日文转译之争谈起

论文 刘瑞 南京邮电大学

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现状分析、典型特征与发
展趋势

论文 梁迎丽 南京邮电大学

西方译学术语的汉译现状与思考 论文 陶李春 南京邮电大学

勃朗特用印度墨水写了什么？——论《简•爱》
的爱尔兰东方主义

论文 王苹 南京邮电大学

推进我省高校科技资源有效转化的瓶颈与对策
研究报
告

张志华 南京邮电大学

分裂与聚合：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身体研究——
基于“网红脸”流行的分析

论文 吴斯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二元智能时代的教育实践变革研究 论文 钟凯 南京邮电大学

数字边际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和社会
认同

著作 袁潇 南京邮电大学



大学群与创新型城市协同发展的机制研究 著作 章宁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传统艺术意境理论发展脉络分析 论文 徐子涵 南京邮电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江苏省智慧乡村旅游营销与管理
创新策略研究

论文 万津津 南京邮电大学

区域人口城镇化与碳排放 著作 杜运伟 南京邮电大学

Investigating longitudinal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complaints made by Chinese 
EFL learners（中国英语学习者抱怨语用发展
的跟踪研究）

论文 袁周敏 南京邮电大学

Measuring the difficulty of text 
translation:The combination of text-
focused and translator-oriented 
approaches（翻译难度研究：对文本与译者双

论文 刘艳梅 南京邮电大学

资产价格波动、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提升 著作 王子敏 南京邮电大学

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率变化对人口老龄化
的影响——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 潘金洪 南京邮电大学

（译著）女王传奇：欧洲12位女王的荣耀与宿
命

著作 沈亚男 南京邮电大学

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 著作 黄鹏 南京邮电大学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对江苏人口红利的影响研究
研究报
告

周文成 南京邮电大学

非裔美国文学批评论稿 著作 王玉括 南京邮电大学

国外网络欺凌研究热点与实践对策 论文 肖婉 南京邮电大学

城市化背后：不同视角下的城市贫困人口分析 著作 朱晓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 论文 许和隆 南京邮电大学

政府数据开放与应急管理研究 论文 庄国波 南京邮电大学

卡里尔·邱吉尔女性主义戏剧研究 著作 柏云彩 南京邮电大学

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研究 著作 苗成斌 南京邮电大学

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方法研究 著作 程铁军 南京邮电大学



荃镇干部：行动逻辑与规制之道 著作 刘晓峰 南京邮电大学

农业生产效率对农业用水量的影响 论文 金巍 南京邮电大学

性别差异与大学生初次就业 著作 荆晅 南京邮电大学

共享经济平台体系的价值实现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报
告

叶美兰 南京邮电大学

江苏流动儿童心理现状与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

王亚南 南京邮电大学

传播学视域中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要素的优
化策略

论文 马玲玲 南京邮电大学

新媒体思维向度的高校宣传思想教育创新研究 论文 李大伟 南京邮电大学

日本高校图书馆空间的嬗变及启示 论文 赵双 南京邮电大学

重溯技术与学习关系之争：整合元分析的发现 论文 程薇 南京邮电大学

两宋乡治体系中“管”的几个问题 论文 朱奎泽 南京邮电大学

《黄帝内经》生命文化源流史论 著作 王进 南京中医药大学

高校“资助育人”的功能分析与价值确证——
基于教育制度伦理学视角

论文 沈秋欢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06-2015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医基础理论
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论文 徐蕴 南京中医药大学

晚明文人清课的意义探究——以孙克弘《销闲
清课图》为中心

论文 沈歆 南京中医药大学

慢性病患者药品福利的差异性评价与精准卫生
扶贫政策的研究——基于四省一市的调研数据

研究报
告

汤少梁 南京中医药大学

健康管理视域下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级照护模型
研究

论文 徐桂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

公立医院分级护理等级构建研究 论文 柏亚妹 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消费原理的基本逻辑及现实意义 论文 豆勇超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
院

论美国大学治理中的学生参与 论文 马培培 南通大学

历史的深处与新时代走向：道德榜样论 著作 孙泊 南通大学



走出平庸 臻于卓越：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思想
及其实践

著作 张立娟 南通大学

新时代中国武术精神重铸及提升路径研究 著作 陆小黑 南通大学

学院治理：结构 • 权力 •文化 著作 吉明明 南通大学

诸伦理学理论体系协同与互补的研究 论文 彭怀祖 南通大学

党员干部修养手册（共四册）
普及成
果

成云雷 南通大学

基于网络异步交互工具的英语表达能力发展研
究

论文 石晓玲 南通大学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pedestrian behaviors: Developmental 
effects (儿童行人行为的性别差异：发展的观
点）

论文  王华容 南通大学

现代汉语指示代词与原型范畴理论 著作 田宇贺 南通大学

范凤翼“东林人物”辨 论文 陈晓峰 南通大学

汇率制度、汇率行为与贸易收支调整 著作 印梅 南通大学

聚焦两个“一体化” 助推江苏港口群高质量崛
起

研究报
告

陈为忠 南通大学

小学卓越师范生培养质量的增值性评价研究 论文 张志泉 南通大学

状态转换下利率期限结构与宏观经济关联研究 著作 杨婉茜 南通大学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中国经验解释——基于制度
创新与增长引擎互动的视角

著作 陈长江 南通大学

大学慕课可持续商业模式的扎根研究 著作 钱小龙 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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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需求及社会支持 论文 王晓芬 南通大学

The role of mindfulness and self-contro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wandering and metacognition（正念、自我控
制在心智游移与元认知之间的中介效应关系探

论文 邓玉琴 南通大学

产业政策协同支持江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胡俊峰 南通大学



紫琅楚辞学研究丛书（共三册） 著作 周建忠 南通大学

当代社会空间伦理秩序的重建 论文 张厚军 南通大学

中国画艺理研究 著作 吴耀华 南通大学

江苏沿海地区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以
南通为例

著作 刘泓泉 南通大学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国际经验与中国选
择

著作 杨春蕾 南通大学

“意境”如何实现：恽寿平意境观念研究 著作 闵靖阳 南通大学

生成取向的儿童教育论 著作 陶金玲 南通大学

儿童精神成长论 著作 苗雪红 南通大学

如皋话地图 著作 万久富 南通大学

从空性到佛性：晋宋佛学核心论题的转换 著作 张源旺 南通大学

한국초사문헌총서（韩国楚辞文献丛书）（共
四册）

著作 贾捷 南通大学

破解长江经济带“化工围江”的对策建议
研究报
告

冯俊 南通大学

扬子江城市群：打造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
区

论文 刘峻源 南通大学

王世贞雅慕白居易脞论 论文 贾飞 南通大学

新形势下大型体育赛事角色定位与功能调适研
究

论文 邹月辉 南通大学

《白鹿原》与《山本》的对读：我们如何讲述
历史？

论文 秦香丽 南通大学

情境教育促进儿童创造力发展：理论探索与实
证研究

著作 王灿明 南通大学

党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有效治理 著作 臧乃康 南通大学

我国海运业船舶技术人员状况调查报告
研究报
告

戴家隽 南通大学

从混沌到显明：王阳明心外无物新解 论文 刘光顺 南通大学



宋代赐额敕牒碑刻书法的分期及原因探析 论文 王维 南通大学

汉语轻动词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 著作 封世文 南通大学

生物样本库研究结果反馈的伦理问题及应对策
略

论文 单芳 南通大学

信息线索分布对用户搜索努力的影响研究 论文 袁红 南通大学

『唐暦』の成立と日本伝来についてー『明文
抄』所引の逸文を中心にー（关于《唐历》的
成书和日本传播 ——以《明文抄》所引逸文为
中心）

论文 姚晶晶 南通大学

耗散结构理论视角下江苏海洋经济发展对策研
究

论文 王银银 南通大学

从严惩到调解：校园欺凌干预取向的演变及趋
势

论文 顾彬彬 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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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政府视阈下城管执法规范化探究 论文 杨月斌 南通大学

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几点哲学启示

论文 李刚 南通大学

传播学视野下的新闻语言羡余现象研究 著作 李杰 南通大学

江苏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区域差异研究 论文 吴婷婷 南通大学

屈子章句（点校本） 著作 胡彦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

金枝攻略：影响中国历史的公主们
普及成
果

李鸿建 南通广播电视台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乡村社会运行系统的重构及
其启示---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的衰败与式微谈
起

论文 李守可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变动与分裂：“二战”后初期印尼苏门答腊北
部华侨华人社会研究：1945-1958

著作 王刘波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微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与应用策略 论文 魏海波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数字化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研究与
应用——以南通蓝印花布为例

论文 于翔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博物馆文本英译体系研究——以南通博物馆群
为例

论文 张云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中高职课程与教学有效衔接的研究 著作 朱建东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英语微课混合式智慧教育模式的设计 论文 王慧英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言商仍向儒，牛马于社会——张謇的儒商思想
研究

论文 丁云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理念引导，实战演练”的高职营销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以南通科技职业学院为例

论文 刘会丽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价值增值管理的成本管控体系建设与实施
研究报
告

朱学义 南通理工学院

语文个性化教学 著作 胡海舟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加快推进师专升本 构建我省小幼教师培养新体
系

研究报
告

潘健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老舍自述：注疏本 著作 易华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永忆录校注 著作 吉光
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
海安分会

为“真学”而教：优化课堂的18条建议 著作 冯卫东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的积极力量 著作 凌宗伟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陶行知与杜威教育思想
对比研究

著作 邱磊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浩荡满帆前：南通辉煌70年：1949—2019 著作 黄波
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美国对南海“航行自由” 问题的安全化建构及
中国应对

论文 邢瑞利 南通市委党校

人性自由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著作 袁晓妹 南通市委党校

地方城市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研究：以南通
为例

著作 杨伟 南通市委党校

机关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的科学机制研究
——以南通为例

研究报
告

王斌
南通市委市级机关工作
委员会

大情怀 大世界： 张謇的企业家精神
普及成
果

黄正平 南通市委宣传部

中高职服装专业雁阵教学团队组织架构研究 论文 吴敬 南通职业大学

现代学徒制试点中的负面效应及其治理——利
益相关者参与机理分析与机制构建

论文 陆颢 南通职业大学

球员能力、职业默契与球队表现：来自1998—
2018年世界杯的经验证据

论文 刘天鹏 南通职业大学



老龄化、女性化背景下南通农民收入增长路径
研究

研究报
告

王亚军 南通职业大学

“手艺”课程探索：沛县封侯虎 著作 张振华 沛县教师发展中心

江苏沛县：创新垃圾分类处置“六化”新模式
研究报
告

魏垂敬 沛县人民政府督查室

人类记忆（共二册） 著作 张建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

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研究 著作 李程骅 群众杂志社

如东大众哲语选录
普及成
果

潘金环 如东县创新研究会

小学英语5C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 著作 沈国锋 如东县教师发展中心

中国共产党如东历史. 第三卷，1978-2002 著作 刘书华
如东县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中国思想文化百年史 著作 王勇 三江学院

引领江苏省民办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意见
研究报
告

周光毅 三江学院

江苏县级广播电视发展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吴兵 三江学院

举证责任新论 著作 龚大春 三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著作 高鹏 三江学院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效果评估
研究报
告

魏超 三江学院

江苏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问题研究——以
三江学院为例

论文 胡春 三江学院

金融发展是否可以强化双向FDI的产业结构优化
效应—基于江苏省的实证检验

论文 李佳 三江学院

拉萨城市与建筑 著作 焦自云 三江学院

淮剧知识300问
普及成
果

陆连仑 射阳县农业农村局

粮食安全约束条件下的江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研究

研究报
告

吴沛良
省现代农业科技产业研
究会

论沭阳桑墟是少昊的诞生地及少昊氏在五帝文
明缔造中的贡献

论文 姜若鸣 沭阳县桑墟镇人民政府



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 论文 倪荣远 泗洪县委党校

仓修良的学术思想与图书馆情结 论文 张前永 泗阳县图书馆

清代中前期江南社会与地方家族——以苏州玄
妙观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 朱春阳 苏州博物馆

杨立青《唐诗四首》音乐分析 论文 唐荣 苏州大学

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构建研究 论文 周毅 苏州大学

P2P网络借贷研究进展及中国问题研究展望 论文 冯博 苏州大学

中国建筑美学史 著作 王耘 苏州大学

中国地权制度的反思与变革 著作 程雪阳 苏州大学

论语言的生物属性及语言演化 论文 毛眺源 苏州大学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下频率对图式构式的建构作
用

论文 杨黎黎 苏州大学

苏州市姑苏区沧浪新城“十四五”产业定位与
产城融合研究

研究报
告

周国艳 苏州大学

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 著作 王卫平 苏州大学

农民工教育培训收益研究 著作 崔玉平 苏州大学

关于构建江苏创新生态系统的对策建议—以苏
州工业园区为例

研究报
告

刘亮 苏州大学

客观归责体系中允许风险的教义学重构 著作 王俊 苏州大学

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 论文 金卫星 苏州大学

多数人之债的类型建构 论文 李中原 苏州大学

“犯罪所得投资收益”追缴的影响因素与判断
规则

论文 庄绪龙 苏州大学

基于市场开发与非遗保护双重视野下的苏州缂
丝手工艺传承

论文 范英豪 苏州大学

互文性：《三国演义》多个英译本研究 著作 彭文青 苏州大学



北宋前期制度中的“交错任用”与“宫朝相制
”：以群牧司为例

论文 丁义珏 苏州大学

社会性别定型的俄汉语用对比研究 著作 周民权 苏州大学

战后初期日本报界的战争责任观 论文 孙继强 苏州大学

文化创新：理解新媒介影像传播的重要维度 论文 杜志红 苏州大学

国家监察学原理 著作 李晓明 苏州大学

中古英语摇篮曲缘何悲伤哭泣 论文 王雯 苏州大学

韦伯理解范式中的价值关联：社会范畴、“众
神的战争”与“客观性”

论文 王赟 苏州大学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carbon storage 
in response to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Su-Xi-Chang region, China（碳储量
时空变化对城市化的响应：以苏锡常地区为
例）

论文 付奇 苏州大学

道法自然：藤原定家“事可然体”和歌的美学
诠释

论文 李东军 苏州大学

南宋中兴诗坛研究 著作 曾维刚 苏州大学

国民政府海关战时消费税的开征与撤销（1942-
1945）

论文 傅亮 苏州大学

企业财务风险衍化及其产业效应——基于规制
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双重情境分析

论文 王诗雨 苏州大学

Failure to decrease the addictive us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martphone game users（抑
制科技成瘾行为失败的机理分析：基于手游用

论文 陈重阳 苏州大学

城市认同叙事的展演空间——以苏州博物馆新
馆为例

论文 陈霖 苏州大学

占有保护疑难问题研究 著作 章正璋 苏州大学

汉语重叠现象的演进趋势、生成过程及发展动
因

论文 王建军 苏州大学

足球改革的行业自治与法治问题研究
研究报
告

赵毅 苏州大学

The Role of Trust,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Orientation on Logistic Service 
Effectiveness（信任、承诺和学习导向对物流
服务质效的作用研究 ）

论文 袁杨 苏州大学



江南农村金融研究（1912-1949） 著作 昝金生 苏州大学

Top managers’ managerial ties,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关系、供应链整合和企
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论文 陈猛 苏州大学

基于通道的内源性注意对声音诱发闪光错觉的
影响

论文 张明 苏州大学

沉默之声：从动物诗看默温的生态伦理结合诗
学伦理结之解

论文 朱新福 苏州大学

听障和听力正常人群空间主导性和空间参照框
架的交互作用

论文 王爱君 苏州大学

商标法基本范畴的界定及其制度的体系化解释
与改造

著作 刘铁光 苏州大学

无纸化背景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档案管理
机制研究

研究报
告

毕建新 苏州大学

Managing interdependence: Using Guanxi to 
cope with supply chain dependency（管理相
互依赖：利用中国关系应对供应链依赖 ）

论文 赖福军 苏州大学

担保法理论与实践.第四辑，担保物权法编纂的
理论基础

著作 董学立 苏州大学

冯小青戏曲八种校注 著作 王宁 苏州大学

“国家庆典”与澳大利亚历史小说 论文 黄洁 苏州大学

新时代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论文 田芝健 苏州大学

高校学生社团的学生评价与影响因素 论文 杨帆 苏州大学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成本收益研究 著作 冉云芳 苏州大学

20世纪以来美国公共医保制度研究 著作 高芳英 苏州大学

苏州通史（共十六卷） 著作 王国平 苏州大学

当代俄汉新词语词典 著作 程家钧 苏州大学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法律问题 著作 王克稳 苏州大学

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与国家监管：基于举办者
的视角

著作 王一涛 苏州大学



Innovative Financ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Securitisation in China（融资方式创新：中
国PPP项目证券化的实证研究）

论文 陈作章 苏州大学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
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论文 宋璐 苏州大学

音乐与生态文化 著作 张平 苏州大学

美在民间：中国民间审美文化论纲 著作 徐国源 苏州大学

Early cross-modal interactions underlie 
the audiovisual bounce-inducing effect
（早期视听跨通道交互是声音诱发弹开效应的
神经基础）

论文 冯文锋 苏州大学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资本论》第1卷“所
谓原始积累”章的地位与意义

论文 王一成 苏州大学

《和汉朗咏集》文学主体意识论析 论文 吴雨平 苏州大学

Logistics service innovation by third 
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 in China: 
aligning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中国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创
新：关系与组织结构）

论文 储昭昉 苏州大学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Impact of 
Shutdown Policy in a Supply Chain with 
Market Disruption Risk in the Social 
Media Era（社交媒体时代具有市场中断风险的
供应链信息共享与关闭策略研究）

论文 王要玉 苏州大学

论治国理政思想的唯物史观基石 论文 方世南 苏州大学

文学的“摄影想象”——以法国现当代文学为
例

论文 陆一琛 苏州大学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s’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to digital librar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中国高校数字图书馆用
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 徐芳 苏州大学

中国红十字运动通史（1904-2014）（共六卷） 著作 池子华 苏州大学

廓尔喀民族主义的兴与变:论基兰·德赛《失落
的承袭》

论文 黄芝 苏州大学

基于“大中华文库”的中国典籍英译翻译策略
研究

著作 王宏 苏州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研究 著作 陈燕 苏州大学

英雄何处不相逢：《水浒传》对现代通俗小说
的影响

论文 张蕾 苏州大学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中国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居住环境、

论文 刘素素 苏州大学

马克思的城市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兼论当代
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建构

论文 庄友刚 苏州大学

中国式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融资融券
分布扩容的自然实验

论文 权小锋 苏州大学

叙事德育模式：理念及操作 著作 李西顺 苏州大学

影视剧语言研究 著作 姜晓 苏州大学

一个苏南乡村的治理之道：张家港永联村调查 著作 高峰 苏州大学

面向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 论文 桑明旭 苏州大学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比较研究 论文 李雅 苏州大学

绝对化广告用语的区分处罚 论文 施立栋 苏州大学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校园足球体制革新的价
值导向与现实路径

论文 邱林 苏州大学

在卡夫卡的门前——卡夫卡作品中的“门” 论文 张莉 苏州大学

The efficiencies of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based on 
Chinese cities（资源节约效率和环境效率：
基于中国城市的案例研究）

论文 张斌 苏州大学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 论文 陈进华 苏州大学

中国石墨烯科学研究领域的平行发展模式研究 论文 程曦 苏州大学

法律适用中的宪法实施：方式、特点及意义 论文
上官丕
亮

苏州大学

《本草纲目》药理学的哲学渊源 论文 程雅君 苏州大学

区域协同创新效率的多维溢出效应 论文 赵增耀 苏州大学

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对苏州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研究报
告

王俊 苏州大学



Investigating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n China: Aggregation Bia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
加总偏误与政策含义）

论文 徐涛 苏州大学

内部控制、企业投资与公司期权价值 论文 周中胜 苏州大学

帕特·巴克尔小说创伤记忆主题研究=A Study 
of the Theme of Traumatic Memory in Pat 
Barker's Novels

著作 朱彦 苏州大学

A consumer-grade LCD monitor for precise 
visual stimulation （一款用于精确呈现视觉
刺激的LCD显示器）

论文 张功亮 苏州大学

学术期刊的智库功能与定位 论文 江波 苏州大学

 EEG imaging of toddlers during dyadic 
turn-taking: Mu-rhythm modulation while 
producing or observing social actions（对
学步期儿童的脑电成像：大脑mu节律在观察与
执行社交性动作中的变化）

论文 廖渝 苏州大学

体育赛事评估指标体系的研制
研究报
告

雍明 苏州大学

对话儒学：中国当代公共道德建设的文化视野 著作 朱光磊 苏州大学

论激发灵感的核心要素、模型及其启示 论文 杨静 苏州大学

发达地区失地老人养老支持体系内卷化及其突
破——基于苏州市的个案研究

论文 叶继红 苏州大学

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规划建
设研究——以广西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论文 刘志宏 苏州大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体育传播议程设置的语境性
反思

论文 谷鹏 苏州大学

民意政治还是民调政治：西方选举政治共识制
造过程的分析

论文 沈承诚 苏州大学

中国戏曲：从备受攻击到重建自信——以1925
年《申报》关于梅兰芳出洋讨论为考察对象

论文 艾立中 苏州大学

镜像苏州：市民参与和话语重构——对UGC视频
和网友评论的文本分析

论文 杜丹 苏州大学

“互联网+”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多重视域 著作 秦炜炜 苏州大学

推进以凭单方式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研究报
告

周义程 苏州大学

英汉程式语心理表征对比研究 著作 贾冠杰 苏州大学

转型时期的媒介文化议题：现代性视角的反思 著作 陈龙 苏州大学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urban growth in China（制度与中国城市
增长动力）

论文 张敏 苏州大学

我国基础教育运动技能课程内容选择研究 著作 殷荣宾 苏州大学

自我的回归：大学教师自我认同的逻辑 著作 曹永国 苏州大学

民国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制度建设 著作 李欣栩 苏州大学

《鲁班经》全集（点校本） 著作 江牧 苏州大学

妈祖形像考——兼论妈祖服饰及妈祖形像复原
实践

论文 张蓓蓓 苏州大学

专业化：中学教师职前教育研究 著作 刘江岳 苏州大学

立案、失序与调适：北京政府时期的私立大学
治理（1912-1927年）

论文 金国 苏州大学

Optimizing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under energy and carbon 
constraints（能源和碳约束下的中国能源消费
结构优化研究）

论文 孙加森 苏州大学

英国主流媒体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与接受 论文 陈大亮 苏州大学

“文以载道”再评价——作为一个“文论原型
”的结构分析

论文 刘锋杰 苏州大学

传统民居建筑的儒学教化功能探析——以洞庭
东、西山传统民居为例

论文 卢朗 苏州大学

化古为新：唐宋词对前人诗歌的接受 著作 钱锡生 苏州大学

我国体育事业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与空间效
应

论文 李燕领 苏州大学

行体乐府的声辞关系及其在舞曲歌辞中的应用 论文 王福利 苏州大学

近思录集解（点校本） 著作 程水龙 苏州大学

藏书纪事诗研究 著作 周生杰 苏州大学

“隐喻”与“技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
播》的一种解读

论文 曹然 苏州大学

（译著）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
政治

著作 张健 苏州大学

从 “中西对照”到“化异归同”——宗白华形
上学美学的跨文化阐释

论文 李勇 苏州大学



新媒介·新青年·新文化：中国青少年网络流
行文化研究

著作 马中红 苏州大学

清代常州学术文化研究 著作 杨旭辉 苏州大学

部分农村孩子沉迷手机游戏失去读书兴趣 专家
建议严管严控净化农村教育环境

研究报
告

刘成良 苏州大学

试析习近平美丽中国思想的提出语境、主要内
容和基本要求

论文 陆树程 苏州大学

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论文 李文娟 苏州大学

中国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研究：以苏州为考察
个案

著作 朱喜群 苏州大学

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论文 吴莉娅 苏州大学

Can self-sacrificial leadership promote 
subordinate taking charge? The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isk aversion（自
我牺牲型领导能促进下属的变革担当吗？组织
认同的中介作用与风险厌恶的调节作用）

论文 李锐 苏州大学

中国道路研究 著作 朱炳元 苏州大学

以体制创新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
研究报
告

黄建洪 苏州大学

“情动”理论的谱系 论文 刘芊玥 苏州大学

创意服装设计系列（丛书七册） 著作 李海明 苏州大学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研究 著作 段进军 苏州大学

切实以党的能力建设引领国家能力建设 论文 吉启卫 苏州大学

六朝时期的“山水”、地图与道教（系列论
文）

论文 陈铮 苏州大学

在城乡之间发现传播主体 ——以黄灯《一个农
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例

论文 罗茜 苏州大学

论马克思“生态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郁蓓蓓 苏州大学

南社旧体文学著述叙录初编 著作 陈国安 苏州大学

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现实特征与基本转向 论文 张梦晗 苏州大学



37℃：让城市更有“温度”——我国母乳哺育
设施规划理论框架与实践研究

论文 雷诚 苏州大学

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著作 戴俭慧 苏州大学

管理创新与路径优化——江苏省政府培育体育
社会组织研究

研究报
告

王政 苏州大学

迈向优质旅游:全域旅游供需错配及其治理——
苏州吴江案例研究

论文 周永博 苏州大学

mTOR激酶在骨骼肌完整性和生理功能中的作用 著作 张庆 苏州大学

长期步行和太极拳锻炼对老年人情绪面孔识别
和记忆的影响

论文 罗丽 苏州大学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建立的原则、基础与思路 论文 陶玉流 苏州大学

张弦评传 著作 季进 苏州大学

ICF视野下我国高校运动康复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的思考

论文 王国祥 苏州大学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Optimization of an Urban Agglomeration 
Tourism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Evolution （高
铁网络演化影响下城市群旅游系统空间分异与

论文 黄泰 苏州大学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生态治理与生态公正
问题探究

论文 罗志勇 苏州大学

老子与海德格尔哲学美学思想比较研究 著作 李红霞 苏州大学

灵动与超越：大学生成长动力研究 著作 王淼 苏州大学

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 著作 武向平 苏州大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小说叙事思潮 著作 房伟 苏州大学

大学新生共情能力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 论文 张天阳 苏州大学

论楚绣几何纹所含天地之数 论文 刘咏清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System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Specialty for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urse --Teaching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Robot （应用型本
科机械电子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工业机器人
教学方向）

论文 卢亚平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提升了其研发能力吗？---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论文 蒋薇薇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数字中国视域下的基层社会治理 著作 苏慧
苏州高新区狮山横塘街
道办事处

基于iSTEM的PBL市场营销课程设计 论文 陈春干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区块链技术创新态势专利情报实证 论文 商琦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中国21城市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实证研
究

论文 戴军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满足城市建筑农民工的体育需求 论文 卞进圣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
学院

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体系构建与
推进策略

论文 刘绪军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加快推进苏州共享农庄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研究报
告

陈晓磊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及文化自信 论文 唐祥金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从建构性价值取向看新时期苏州小说创作 著作 邓全明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Ping Tan: The Suzhou Style of 
Storytelling and Singing（评弹——口头艺
术表演的苏州范）

著作 施吟云 苏州交响乐团有限公司

全域旅游视阈下江苏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对策 论文 王晓洋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桃花坞木刻年画文化意境对服装创意设计应用
的启迪研究

研究报
告

张丹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微课的高职《信号与系统》课堂构建研究 论文 张庆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放任还是干预？新常态下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
角色定位的策略研究

论文 曹钰华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报
告

研究报
告

孙利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著作 许应楠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用户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运营
策略和功能设计研究-以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为
例

论文 胡安琪 苏州科技大学

从“French Revolution”到“法国大革命”：
一个重要史学名词译名的确定

论文 顾少华 苏州科技大学

初级视觉皮层在注意振荡中的作用 论文 陈艾睿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 著作 孙江 苏州科技大学

核心素养时代教师专业标准解读与评价 论文 熊英 苏州科技大学

以“造血式”生态补偿打造苏州环境政策体系
2.0版

研究报
告

宋青 苏州科技大学

升级中德（太仓）产业合作，开放再出发推进
现代国际大都市建设

研究报
告

夏海力 苏州科技大学

基于扎根理论的长效再就业培训系统研究 论文 邵爱国 苏州科技大学

音程循环向音列循环的扩展及其理论构建 论文 陈林 苏州科技大学

存在主义视阈中的苏珊•桑塔格创作研究 著作 柯英 苏州科技大学

基层政府城乡一体化服务的运行模式、动力机
制与制度建构

论文 陆道平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知名外企关闭情况分析及优化利用外资环
境的政策建议

研究报
告

徐天舒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明报》香烟广告研究——以广告营销策
略为指向的讨论

论文 董粉和 苏州科技大学

大学生团队学习认知互动分析 著作 彭杜宏 苏州科技大学

复杂产品供应链碳足迹优化研究 著作 杨传明 苏州科技大学

伍尔夫小说民族叙事研究 著作 綦亮 苏州科技大学

塑造理想母亲：变迁社会中育儿知识的建构 论文 陶艳兰 苏州科技大学

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多元协同培养机制的构建 论文 张兄武 苏州科技大学

基于双层规划的反恐应急设施选址模型及算法 论文 项寅 苏州科技大学

美共30大：新主席、新党员、新使命 论文 刘雅贤 苏州科技大学

性别偏差态度研究：基于内隐与外显双系统解
析

著作 贾凤芹 苏州科技大学

Dynamic incentive model of knowledge 
sharing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team 
based on differential game（基于微分对策
的建设项目团队成员知识共享动态激励模型）

论文 林陵娜 苏州科技大学

走向浑融：近三百年中国书法述评 著作 王伟林 苏州科技大学



语篇类型共生关系研究 著作 刘新芳 苏州科技大学

“互联网+”时代高校微课教学模式探讨 论文 李娇 苏州科技大学

基于博弈视角的邻避效应利益冲突分析 论文 杨洁 苏州科技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词汇化 论文 吴汉江 苏州科技大学

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理论精要与案例解析 著作 王勇 苏州科技大学

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 著作 范丽娟 苏州科技大学

渐行渐近：“苏州文艺三朵花”传承与发展调
查研究

著作 金红 苏州科技大学

尼采评传 著作 张典 苏州科技大学

节能减排约束下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研究 著作 李雪冬 苏州科技大学

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著作 李正春 苏州科技大学

原子型组织结构：共享经济时代的组织结构创
新

论文 陈俊梁 苏州科技大学

周代以降钟镈诸问题探究 论文 徐蕊 苏州科技大学

医门多疾 人间有爱——简评上海医疗纪录片《
人间世》

论文 杨秋 苏州科技大学

具身认知视角下的混合式学习本质再审视 论文 王靖 苏州科技大学

The finite-time ruin probability of a 
risk model with stochastic return and 
Brownian perturbation（带有随机回报和
Brown扰动的风险模型的有限时破产概率）

论文 王开永 苏州科技大学

（译著）China 40 Years（中国四十年丛书）
（共十册）

著作 张生祥 苏州科技大学

私募股权议价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企
业家族代际的调节作用

论文 段姝 苏州科技大学

中日《楚辞》研究及比较：以现代为重点，迄
于20世纪80年代

著作 王海远 苏州科技大学

苏州市区生活垃圾收费政策研究
研究报
告

田永静 苏州科技大学

4D打印技术及其教育应用展望——兼论与“人
工智能+教育”的融合

论文 陈卫东 苏州科技大学



古罗斯国家起源 著作 齐嘉 苏州科技大学

短期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与系统性风险 论文 赵扬 苏州科技大学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著作 施文全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借鉴“标准地”改革经验 打造高质量供地体系
研究报
告

王平 苏州市发展规划研究院

铁路交汇点建设需注重因势利导
研究报
告

夏文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 著作 王燕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办公室

关于市区道路交通系统治理整体提升的研究与
思考

研究报
告

刘保瑞 苏州市公安局

聚焦民心民意  深化对村（社区）巡察  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研究报
告

刘乐明 苏州市纪检监察学会

前瞻：未成年人社会教育优质化考量 著作 徐燕萍 苏州市平江中学校

检察机关维护公共利益非诉讼路径探究 论文 闵正兵 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释放文化产业发展潜力提升经济增长贡献
率的调研与思考

研究报
告

汪长根
苏州市世界遗产与古建
筑保护研究会

新媒体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论文 何亚娟 苏州市委党校

苏州文化大讲堂：党员干部文化读本
普及成
果

刘文洪 苏州市委党校

运河风韵满吴江
普及成
果

周春华
苏州市吴江区文物保护
管理所

运河流芳
普及成
果

施晓平
苏州市吴中区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

冯梦龙名言警句读本
普及成
果

王少辉 苏州市相城区委宣传部

关于人民政协工作双向发力的几点思考
研究报
告

周伟强 苏州市政协

《晋书》复音词研究 著作 陶莉 苏州市职业大学

王骧陆印心思想研究 著作 刘勇 苏州市职业大学

汉语方位词“左”“右”“东”“西”“南”
“北”发展演变史

著作 施建平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数字档案馆绩效测评：指标构建与战略框架—
—基于BSC的研究模型

论文 颜丙通 苏州市职业大学

晚清新教在华汉语培训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论文 卞浩宇 苏州市职业大学

关于推进区块链服务苏州实体经济的思考和建
议

研究报
告

秦天程 苏州市职业大学

“新零售”背景下电商平台系统式线索对消费
者购买意向的影响

论文 包金龙 苏州市职业大学

信息化教学在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论文 杨靖 苏州市职业大学

继承与革新：早期《申报》所载旧体诗词研究 著作 陈璇 苏州市职业大学

立足新时代，推动劳动教育创新发展
研究报
告

傅小芳 苏州市职业大学

混合分数布朗运动下永久美式期权的定价 论文 徐峰 苏州市职业大学

跨学科领域期刊评价指标PRP指数及其改进研究 论文 张学梅 苏州市职业大学

苏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总结与高质量发展
对策研究

研究报
告

陈楚九 苏州太湖书院

大明苏州：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社会风情 著作 柯继承 苏州唐文治国学研究会

医学相关类高职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现状及提高
对策

论文 徐文慧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线上线下（o2o）混合式教学与大学生核心竞争
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
告

石慧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城管”视角下苏州精细化城市管理创新
发展策略研究

研究报
告

赵菁菁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高校贫困生评价指标权重 论文 朱亚彦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吴江区“十三五”时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
建设的协调发展研究

研究报
告

徐新荣 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可爱的中国地理科学绘本（共五册）
普及成
果

高春香
苏州中科知成地理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从太仓馆藏书画看娄东画派 论文 王敏红 太仓市档案馆

汉代海阳侯国及海陵城考 论文 周金波 泰州市博物馆

泰州名中医传
普及成
果

焦建华 泰州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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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数学核心素养教学论 著作 潘小明 泰州学院

泰州学派王艮研究 著作 蔡桂如 泰州学院

再融资需求、监管高压和现金分红 论文 李敬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十四五”时期泰州市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
基本思路研究

研究报
告

曹成喜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泰州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建设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李岩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及
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论文 魏蓉蓉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房产税调控政策对商品房价的影响研究——基
于合成控制法的分析

论文 刘凤娟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多维视角下应急情报管理体系的知识库构建研
究

论文 蒋勋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长三角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研
究

著作 唐德淼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
交流研究

著作 章永刚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运河无锡段的文化遗产构成及基因谱系构建 论文 龚瑜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与实践 论文 孔德忠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手工技艺“现代传承人”培养研究 论文 吴岳军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进策略 论文 曹秋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宜兴均陶技艺的传承和创新 论文 朱书华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遇见无锡：汉、英
普及成
果

葛旭超 无锡广播电视台

走向“和·合”：现代职业学校的治理探路 著作 王稼伟
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培育民间智库，助推产业升级 ---无锡市智能
制造诊断咨询服务的反思

研究报
告

张永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印边境洞朗对峙事件
的思考

论文 吕佳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产教深度融合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与实
践

研究报
告

张国新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技术市场的信任构建与交易效率 著作 华冬芳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声波转介质跨神经传导与幻肢现象 论文 汪勇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班组长现场管理使用手册：方法、实例和工具 著作 张平亮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无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瞿立新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香港青年发展问题透视与应对策略研究——基
于人口特征的视角

论文 孙艳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我国社区教育资助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论文 胡培培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视阈下高职院校服务
能力建设

论文 孙兴洋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电工电子技术”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实
践

论文 丁兰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信息化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探究—
—以高职理实一体化类课程为例

论文 戴华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民办高职“二元思维”视阈的治校研究 著作 周肖兴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中高职衔接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以旅游
管理专业为例

论文 张红英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变迁路径及问题与
挑战

论文 赵善庆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与消费者知情权的反思与重
构

论文 马淑芳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与评价体系建构研究 著作 杨建新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世界的直观构造——基于感性充实的现象
学透视

论文 赵刘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文 王志伟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工匠精神的价值内涵与大学生职业精神
的塑造

论文 王靖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Organizational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apability Assessment: A 
Hybrid Decision Making Model Application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能力评价）

论文 孙君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台湾高等职业证书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论文 李传彬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锡金军政分府函件 著作 汤可可 无锡市档案局

无锡完善营商环境建设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研
究

研究报
告

王烨蕾
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人力资本和流动人口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
影响研究——基于2011-2015年度江浙沪地区数
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 樊儒经
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无锡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策略研究
研究报
告

殷强 无锡市发展研究中心

云门琴谭：无锡古琴史料初编
普及成
果

顾颖 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

惠山家风
普及成
果

李广平 无锡市惠山区政协

无锡家训与廉洁教育
普及成
果

戴琳 无锡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从三维目标到核心素养：给历史教师的101条新
建议

著作 许伟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梁溪区文物古迹集
普及成
果

魏阿明 无锡市梁溪区政协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切实降低企业成本——无
锡与周边城市工商业用自来水价格比较分析

研究报
告

张绍宏 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无锡融入扬子江城市群的定位与思考
研究报
告

吴红星 无锡市统计局

马克思讲过“共享发展”吗？——兼评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种倾向

论文 王华华 无锡市委党校

百年无锡.教育篇.民国卷
普及成
果

陈振康 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

无锡市医用耗材带量价格谈判做法与成效
研究报
告

赵鞠 无锡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资源集约利用综合评价
工作的建议

研究报
告

杨中浩 无锡市医疗保障局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及实现路径 著作 孟菲
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

刑事司法中举轻以明重的滥用与规制 论文 王星光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中国竹刻艺术丛谈
普及成
果

乔锦洪 无锡双契轩竹刻艺术馆

无锡物联网产业培育独角兽企业的对策研究报
告

研究报
告

朱益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资助管理制度创新案例研究：修正“
春蕾班”

论文 丁远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的运行机制与发展模式
研究

著作 彭成圆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选择与写仿：康乾南巡与江南景观的互动 论文 吴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中日系列动画片创作设计比较 论文 张贺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百年工商名城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情怀
与征程——无锡市职业教育质量报告（2016-
2018年）

研究报
告

刘法虎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职业院校发展的现实
困境及路向探索

论文 陈桂梅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gender on work engagement for 
restaurant employees in the United States
（餐饮业员工的自我效能对工作投入的调节作

论文 刘娟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职业化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能力结构
实证研究

论文 吴兆明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研究 著作 赵爽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Understand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Web 2.0 - case 
study with workplace learners（移动Web2.0
技术背景下的自我导向学习模式——以工作场
所学习者为例）

论文 顾甲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提升策
略研究

论文 郑爱翔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吴江历史人物碑传集：全3册 著作 吴国良 吴江博物馆

南社社友图像集
普及成
果

张慎行 吴江市图书馆

Identity Constructions in Bilingual 
Advertising: A Critical-cognitive 
Approach （双语广告中的身份构建：批评认知
法）

论文 励松青 西交利物浦大学

从中外合作大学学术英语教学看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以西交利物浦大学为例

论文 邹斌 西交利物浦大学

实现2050年零排放的中国方案
研究报
告

薄智跃 西交利物浦大学

从技术奇观到工业遗产——略论博物馆对机械
时代认知观念转变的意义

论文 董一平 西交利物浦大学

商学院的未来之路：知行合一 论文 汪潇 西交利物浦大学

中国农村妇女参政：能动性、权力分配与传承 论文 宋瑜 西交利物浦大学

魅力响水
普及成
果

李运连 响水县委宣传部



响水方言
普及成
果

裴彦贵 响水县政协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 著作 赵连军 新四军研究会

《论语》里住着的孔子：一位普通教师的《论
语》阅读笔记

普及成
果

何伟俊 兴化市教育局

郑板桥对联印章汇说
普及成
果

孙万寿 兴化市教育局

马克思主义三化十二论 著作 朱妙宽 兴化市委党校

兴化文化史稿 著作 刘春龙 兴化市委宣传部

基于科学与人文素质融合的精品课程建设行动
研究

研究报
告

陆广地
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触及灵魂的审视——龚学明诗歌简评 论文 陈苏梅
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改善农民居住条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以宿迁市宿豫区为例

研究报
告

宋周 宿迁市委党校

“书记项目”精准发力 基层党建由虚向实 论文 张行 宿迁市委组织部

欧阳修《朋党论》在朝鲜汉文学中的接受历程 论文 付春明 宿迁学院

新唐书纪传历代考校资料汇证 著作 王东 宿迁学院

高晓声的“陈家村世界” 著作 张春红 宿迁学院

江苏文学家大辞典•古代卷 著作 晁成林 宿迁学院

小学生消极认同的心理分析及应对 论文 党峥峥 宿迁学院

江苏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瓶颈及对策研究 论文 刘峰 宿迁学院

基于语料分析的政治语篇互动元话语研究 论文 陈京京 宿迁学院

融媒体背景下高校大学生新闻宣传队伍建设 论文 周东虎 宿迁学院

论构式“最 M+H，没有之一” 论文 吉益民 宿迁学院

语言模因表征及其神经通达机制研究 论文 王纯磊 宿迁学院



铁军文华：新四军中的文化人
普及成
果

卞龙
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
部旧址纪念馆

少年与自然·野果记
普及成
果

韩开春 盱眙县融媒体中心

片云出岫 著作 刘照建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所）

文化产业视角下的现代服装设计创新研究 著作 王婧昕 徐州工程学院

汉韵春秋：汉画像石的文本解析与文化阐释 著作 王娜 徐州工程学院

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共生关系研究 著作 戴理达 徐州工程学院

当前国内平面设计领域研究状况与热点分析 论文 赵赛文 徐州工程学院

Modern Emergency Management（现代应急管
理）

著作 曹杰 徐州工程学院

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共轭机理研究 著作 郭莉 徐州工程学院

大应用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哲学意蕴•逻辑起
点•实现路径

著作 涂宝军 徐州工程学院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定制化”机制研究 著作 宋思运 徐州工程学院

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
力培养研究

著作 郭姗姗 徐州工程学院

苏鲁毗连地区方言精组字的读音类型、分布及
演变

论文 许井岗 徐州工程学院

新能源汽车公司融资效率研究 论文 陈艳杰 徐州工程学院

快递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快递
发展指数（CEDI）研究的新视角

论文 梁子婧 徐州工程学院

价值创造型财务管理的实现路径与效果分析—
—以万向集团为例

论文 戴昕 徐州工程学院

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体系的规范化研究 论文 戴金来 徐州工程学院

如何提升徐州科技创新的首位度和引领力
研究报
告

孙伯琦 徐州工程学院

中西民族花边的风格特征对比及历史研究价值 论文 姚君洲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卷 著作 李平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国应用技术大学制度设计与实践 著作 张新科 徐州工程学院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哲学立场辨析 论文 丁颖 徐州工程学院

基于传承人视角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
承研究

论文 王辉 徐州工程学院

教师自我心像的发生学考察 论文 钱兵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琴书传承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论文 张宇 徐州工程学院

大学时代 ：素养提升“五个一”工程理论与实
践

著作 刘洋 徐州工程学院

徐州市农产品冷链物流管理体系构建及其实现
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何旭东 徐州工程学院

我国实体百货店全渠道零售模式研究 著作 马慧敏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国古代佚本戏曲研究 著作 石艳梅 徐州工程学院

建构大学生核心素养教育的中国话语体系 论文 李颜如 徐州工程学院

苏北地区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研究
研究报
告

彭明唱 徐州工程学院

空气污染对城市居民的健康经济影响及应对策
略——基于江苏省的研究

著作 李惠娟 徐州工程学院

《六十种曲》研究 著作 马衍 徐州工程学院

新时代徐州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情况的调查
研究报
告

董金玲 徐州工程学院

打造徐州社区特色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周仕通 徐州工程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性
、引领性与开创性

论文 宋怡如 徐州工程学院

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及其演化路径 论文 燕善敏 徐州工程学院

资源型城市矿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影响因素研
究

论文 余慕溪 徐州工程学院

现代陶瓷雕塑审美研究：形态语意与文化阐释 著作 胡长春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国情境下创业型领导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
机制研究

著作 陈奎庆 徐州工程学院



欧洲应用科学大学制度设计研究 著作 王朋 徐州工程学院

《世说新语》续仿作品研究 著作 齐慧源 徐州工程学院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研究现状与未来
展望

论文 张丹丹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媒体视域下隐性知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提升的关键作用调研报告

研究报
告

韩职阳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期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改革新论 著作 宋广侠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浅谈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学生创业能力培养途径 论文 彭敏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下宠物养护与驯导专业教
学改革探讨

论文 朱广琴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志 著作 程伟
徐州市淮海战役烈士纪
念塔管理局

民族地区工程移民的少数民族特性分析 论文 卢倩 徐州市委员会党校

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现状及矛盾化解策略探析 论文 刘晨 徐州医科大学

徐州市公立医院员工离职倾向及其影响因素 论文 卓朗 徐州医科大学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医科”建设的挑战与变革 论文 谈在祥 徐州医科大学

空巢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徐州市为例

论文 胡斌 徐州医科大学

淮海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特殊意义和
路径对策研究

论文 李化玲 徐州医科大学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Asian and African 
medical students educated in China:a 
cross-sectional study(在华亚非医学生的流
动去向研究)

论文 孙红 徐州医科大学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论文 卢亚娟 徐州医科大学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specialist 
critical care nurses: A modified Delphi 
study（重症医学临床护理专家胜任力模型构建
研究）

论文 张小宁 徐州医科大学

基于分级诊疗制度下江苏省基层卫生人才队伍
建设现状研究

研究报
告

李海洋 徐州医科大学

健康老龄化视阈下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的挑战与机遇

研究报
告

刘欣 徐州医科大学

乡村幼儿园教师流失成因及其对策分析——以
徐州地区为例

论文 陆珊珊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 著作 徐丽娅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幼儿成长：共同的责任 著作 李飞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教育管理研究 著作 陈桂香 盐城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校企知识转移模式的构建研
究

论文 王春风 盐城工学院

体育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发展研究 著作 郭坚 盐城工学院

全球产出调整分析框架下汇率升值的产出效应
研究

论文 赵永亮 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逻辑起点与当代价值分析 论文 侯慧艳 盐城工学院

空间介词与空间思想的认知阐释 著作 刘平 盐城工学院

文化生态下的外语教学研讨 著作 王延香 盐城工学院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 著作 肖立 盐城工学院

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研究 著作 何登溢 盐城工学院

（译著）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 著作 张志华 盐城工学院

现代信息技术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审视 著作 王莹 盐城工学院

黔东南亻革家女性盛装技艺特征与文化内涵 论文 李细珍 盐城工学院

经济转型与劳动份额：基于江苏数据的实证研
究

著作 李琦 盐城工学院

“英灵彰显”：从新见“仓桥文书”看日本的
战争动员

论文 芮赵凯 盐城工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体育发展方向与路径研究
——基于乡村振兴与体育发展关联的辨析

论文 肖伟 盐城工学院

青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著作 包雅玮 盐城工学院

真理论层面下的杜威实用主义 著作 马荣 盐城工学院

学术权力的凝视：日本大学治理结构的历史演
进与运行逻辑 ——日本大学高层次科学创新能
力形成的一个视角

论文 丁建洋 盐城工学院



终身教育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研究 著作 刘振海 盐城工学院

高校艺术社团的品牌建设研究 论文 周科 盐城工学院

高等创业教育中的误区反思与对策选择 论文 薛浩 盐城工学院

论基于道德理性与现实幸福的生命意志教育及
开展

论文 郭华 盐城工学院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会计稳健性与股权融资成
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 李争光 盐城工学院

韩国留学生汉语口语教学中交互式教学的应用
研究

著作 金范宇 盐城工学院

“兼容共生”与“和而不同”——散杂居生境
下的江苏菱塘回族文化调查

论文 马海燕 盐城工学院

Epidemic spreading on metapopulation 
networks including migration and 
demographics（具有迁移行为和人口动力学的
复合种群网络上的传染病传播研究）

论文 巩永旺 盐城工学院

载文量参数修正方法在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的
应用研究

论文 李明 盐城工学院

化形为境：中国画论视野下的现代视觉设计 著作 张军 盐城工学院

《史记》女性人物讲读 著作 张苏榕 盐城工学院

提高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执行力研究 著作 邵从清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卫生检疫合作防范重大公共卫生
风险愿景与行动思考

研究报
告

杨志俊 盐城海关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模式的现
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论文 董宏 盐城师范学院

孔子述“天”英译本比较研究 论文 彭晓娟 盐城师范学院

论私营海上武装保安抗击海盗使用武力的权源
与标准

论文 任宪龙 盐城师范学院

普通高中学生学习力发展指导课程构建研究 著作 刘艾清 盐城师范学院

唐代试律诗用典研究 著作 朱栋 盐城师范学院

（译著）偶像的黄昏 著作 杨丹 盐城师范学院

赢得青年就赢得未来：欧盟对非教育援助新理
念——基于2017年“非-欧峰会”主题的分析

论文 张军广 盐城师范学院



积极情绪反馈对注意捕获影响的实验研究 论文 厉飞飞 盐城师范学院

（译著）慈禧统治下的中国 著作 房新侠 盐城师范学院

江苏淮河流域水环境与工业化的空间关系研究 著作 蒋海兵 盐城师范学院

共享经济的成因、内涵与商业模式研究 论文 郑志来 盐城师范学院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人口对能源消
费的影响分解

论文 严翔 盐城师范学院

《红楼梦》“野鸡瓜齑”异文考 论文 王祖霞 盐城师范学院

中国体育产业结构的内涵解析与供给侧优化 论文 任波 盐城师范学院

《全元文》补正（共四册） 著作 陈开林 盐城师范学院

容缺受理制度的法理基础与完善路径 论文 韩业斌 盐城师范学院

樊增祥传论（上、下册） 著作 薛超睿 盐城师范学院

学校教育环境中学生安全感的寻求与自我发展 著作 张权力 盐城师范学院

经济新常态下江苏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新动力源
泉研究

著作 刘吉双 盐城师范学院

“理解”视域下的谈心教育：以青年思想引导
为例

论文 张桂华 盐城师范学院

政治安全视阈下网络边疆协同治理的困境及其
突破路径

论文 吉鹏 盐城师范学院

叙事语言与时空表达：《点石斋画报》图像叙
事研究

著作 沈冠东 盐城师范学院

机制与形态：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研究 著作 曹明 盐城师范学院

浮世绘：中国网红女性二十年 著作 荀洁 盐城师范学院

创新驱动视阈下高技能人才培养策略演化机制 论文 仇荣国 盐城师范学院

大学生就业压力与适应 著作 柴江 盐城师范学院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宋书（共八册） 著作 丁福林 盐城师范学院



中国电影产业集群化发展研究 论文 凌巧 盐城师范学院

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素 论文 刘永健 盐城师范学院

新型智库传播力评价及其实证研究 论文 丁炫凯 盐城师范学院

管办分离后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路径选择与机
制依赖

论文 张兵 盐城师范学院

苏北方言语音研究 著作 冯青青 盐城师范学院

记忆理论与作家口述史研究——基于邵洵美“
狱中嘱托”事件的分析

论文 高兴 盐城师范学院

美国学校体育课程的生命关怀 著作 刘留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转型 著作 王佳琴 盐城师范学院

 姚恒璐室内乐作品的表现对象与风格观照——
以《阳关三叠》《谐谑曲》研究为例

论文 王瑞 盐城师范学院

经典殖民叙事的时空重构——《鲁滨逊漂流记
》与《福》对读札记

论文 岳峰 盐城师范学院

我国排球竞赛体系一体化研究 著作 汪庆波 盐城师范学院

企业规模决策及其有效路径研究 著作 刘芳 盐城师范学院

自发性群众体育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构建与发
展

著作 姜振 盐城师范学院

农村学校教育现代化：价值选择与过程设计 著作 戴斌荣 盐城师范学院

农村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及其现代化发展路
径研究

研究报
告

乔晖 盐城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五位一体”发展体系研究 著作 王志国 盐城师范学院

体育旅游要素分析及其高质量发展研究 著作 戴俊 盐城师范学院

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 著作 章怡 盐城师范学院

新农村建设视阈下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
育与践行研究

著作 唐萍 盐城师范学院

人间有味是清欢：苏东坡的诗词人生
普及成
果

吕远洋 盐城市第一小学



小学英语O2O阅读课程 著作 王咏梅 盐城市第一小学

故事安丰
普及成
果

杨小锋 盐城市东台市安丰镇

诗评历代书法家
普及成
果

何素成 盐城市行政管理学会

农村初中生阅读教育研究：基于阅读关怀视角 著作 马群仁 盐城市教师发展中心

经验数学探微
普及成
果

张新高 盐城市聚亨路小学

盐城海岸湿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研究报告
研究报
告

李晓奇 盐城市社科联

盐城简史
普及成
果

茆贵鸣
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域 论文 金辉 盐城市委党校

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更远 论文 叶茂楼 盐城市委党校

网络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研究 论文 王建成 盐城市委宣传部

“方言进课堂”——语文教学的有益拓展 论文 刘永平 盐城小学

声乐教学体系与方法创新研究 著作 鲁凌云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由青少年生命意识现状引发的生命教育思考 论文 朱耀华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刘心武小说的现实主义内在转换 论文 孙曙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现代化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与构建 著作 葛红梅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清末淮南盐政试析——基于“重盐执照”的考
察

论文 王红花 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

江苏扬州双山汉墓墓主身份探讨 论文 余国江 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

复杂性视域中的教育政策运行研究：以高校资
助政策为例

著作 刘佳 扬州大学

中国宪法序言研究 著作 陈玉山 扬州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较研究：基于瑞典社
会民主主义制度比较的视角

著作 邹升平 扬州大学



“人民有信仰”的深刻意涵与现实意蕴——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有信仰”问题的重
要论述

论文 徐俊 扬州大学

 论“有意”与“无意”及其美学史意义 论文 陈军 扬州大学

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社会组织治理 论文 张清 扬州大学

从不平衡到平衡：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的路径
分析

论文 朱高林 扬州大学

清代新疆政务丛书（共六册） 著作 郭院林 扬州大学

明清文化传播与商业互动研究：以徽州出版与
徽商为中心

著作 秦宗财 扬州大学

士人“印可”与明代通俗章回小说的早期流传
——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论文 温庆新 扬州大学

毛诗传笺（点校本） 著作 孔祥军 扬州大学

新时代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研究 著作 余凤龙 扬州大学

纪录片“回归”影院的动因与对策 论文 武新宏 扬州大学

亚人格心理分析、测量与诊断 著作 张奇勇 扬州大学

中国近现代声乐艺术发展史研究 著作 单宏健 扬州大学

中国区际产业转移中地区经济风险研究：基于
利益相关视角

著作 陈景岭 扬州大学

局部知识溢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基
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论文 汤学良 扬州大学

法相唯识学认知思想研究 著作 石文山 扬州大学

清代地域学派《论语》诠释研究 著作 柳宏 扬州大学

红都印象 著作 杨丽娟 扬州大学

明末学风与诗学 著作 王逊 扬州大学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史 著作 周一平 扬州大学

格式条款规制体系研究：以消费者选择和竞争
机制的互动为视角

著作 马辉 扬州大学



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申报中的若干共性问题 论文 马千里 扬州大学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local food in 
sustaining Chinese destinations（地方性饮
食对中国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论文 陈倩 扬州大学

绿色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 著作 吴进红 扬州大学

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嬗变及启示 论文 俞福丽 扬州大学

东亚-太平洋区域语言相似关系计量研究 著作 赵志靖 扬州大学

新网络环境下企业信息系统安全技术运用能力
提升策略研究

著作 方玲 扬州大学

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 论文 朱益飞 扬州大学

粮食价格对城镇居民生活的影响：作用机理与
实证检验

论文 黄春燕 扬州大学

论新世纪自然灾害文学书写与文化功能 论文 张堂会 扬州大学

史通：节选
普及成
果

王嘉川 扬州大学

大运河文化带示范区建设扬州探索实践研究
研究报
告

黄杰 扬州大学

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
因素

论文 宋红玉 扬州大学

教育体制分权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学校发展：经
济史的再考察

论文 时磊 扬州大学

近代中国中小学教员资格检定制度研究 著作 申卫革 扬州大学

行业专家型独立董事与公司特质信息的解读 论文 张斌 扬州大学

汉画像石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研究 著作 王倩 扬州大学

Comparison of Ecological Micro-Expression 
Recognition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Healthy Individuals（抑郁症患者与健康
个体生态化微表情识别对比）

论文 朱传林 扬州大学

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逻辑及能力建设：基于
治理主体多元化视角的分析

论文 刘华 扬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资本主义社会创
新悖论

论文 胡立法 扬州大学



经济法理论与实务研究 著作 孟咸美 扬州大学

中古士人流迁与南北文化传播 著作 王永平 扬州大学

“减碳”政策制约了中国企业出口吗 论文 康志勇 扬州大学

“环情草调”与“声得盐梅”——《文心雕龙
》“声味”观刍议

论文 文爽 扬州大学

语文美育学 著作 徐林祥 扬州大学

两晋南北朝十二讲
普及成
果

李文才 扬州大学

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政府角色研究 著作 史华楠 扬州大学

日语行为要求话语策略研究：基于日语母语者
与中国人日语学习者的比较

著作 孙杨 扬州大学

物质性舞台与革命记忆之场——新中国革命历
史剧舞美风格定型的内在逻辑

论文 邓良 扬州大学

琉球久米村蔡氏家族文学 论文 张明明 扬州大学

雅集与文人趣味的绵延——从《聚英图》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扬州画坛

论文 宋力 扬州大学

企业技术创新合作策略选择的演化博弈研究 论文 苏先娜 扬州大学

物权合同的发现:从尤里安到萨维尼 论文 柯伟才 扬州大学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合教育机制研究

著作 佘远富 扬州大学

蒙汉杂居区四胡演奏与族群认同研究 论文 魏琳琳 扬州大学

徐上瀛《溪山琴况》琴筝艺术理论研究 论文 王小平 扬州大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研究 论文 陈杰 扬州大学

省略结构的等同条件与允准机制 论文 周永 扬州大学

近代中国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 1895-1936 著作 翟楠 扬州大学

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本
科人才培养研究

著作 张世义 扬州大学



Detecting Sarcastic and Complimentary 
Exclamations in English with Intonation 
patterns and Acoustic Features: A Case 
Study（通过语调模式与声学特征识别英语讽刺
与赞美感叹句：个案研究）

论文 周卫京 扬州大学

美学视觉下的音乐研究 著作 陆晓燕 扬州大学

初中数学教学改革GX实验的研究：我国减负提
质教改实验的探索

著作 徐建星 扬州大学

论儒学人性论的四个维度 论文 郭小军 扬州大学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对党内共产党理
论的清除及其影响

论文 张文涛 扬州大学

中欧三国：国家转型、语言权利与小族语言生
存

著作 何山华 扬州大学

过年：华北根据地的民俗改造：1937-1949 著作 李军全 扬州大学

尺牍友声集（点校本） 著作 王定勇 扬州大学

Income group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on Small-scale 
Irrigation Facilities: A Multigroup 
Analysis Based o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收入分层、社会资本与小型水利设施集
体行动：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

论文 苗珊珊 扬州大学

运动干预对聋哑儿童执行功能及脑灰质体积的
影响

论文 陈爱国 扬州大学

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及启示研究：基于“
向实”的线索

论文 张银行 扬州大学

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的建议
研究报
告

费坚 扬州大学

论古代诗歌中的三句一节结构 论文 贾学鸿 扬州大学

传统食疗养生文化与当代健康管理 论文 戴跃侬 扬州大学

追思政治：现代性视域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及
其中国话语

著作 熊登榜 扬州大学

冰火岂止二重天（系列论文） 论文 王澄霞 扬州大学

中国体育电影史：1905-2016 著作 倪沫 扬州大学

评话小说通论 著作 董国炎 扬州大学

口述史视阈下的古籍版本鉴定研究 著作 赵宣 扬州大学



列宁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及当代意义 论文 周建超 扬州大学

论法治的道德底蕴的增强路径 论文 蔡宝刚 扬州大学

正向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跨层次影响：自我
验证视角

论文 罗兴鹏 扬州大学

大运河遗产点段专项巡查报告
研究报
告

宋桂杰 扬州大学

中国大运河文化
普及成
果

姜师立 扬州大学

城镇化进程中丘陵区土地利用演化机理与模拟
调控研究

著作 张荣天 扬州大学

中学语文散文经典讲析 著作 吴周文 扬州大学

从离薋园到弇山园:王世贞的艺术交游与园居图
景之形塑

论文 朱燕楠 扬州大学

力竭运动及钝挫伤对大鼠骨骼肌卫星细胞激活
及AXIN/GSK-3β含量的影响

论文 潘同斌 扬州大学

二语搭配隐性、显性知识接口关系研究——基
于语料库的心理语言实验研究范式探索

论文 陆军 扬州大学

“楝亭图咏”与清初江南诗风嬗变 论文 朱志远 扬州大学

广雅疏证（点校本）（共两册） 著作 张其昀 扬州大学

运动兴趣的研究取向 论文 傅建 扬州大学

嵌入式扶贫的悖论及反思 论文 孔德斌 扬州大学

文化旅游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与对策 著作 侯兵 扬州大学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标准化管理：基于
ISO9001：2015

著作 林刚 扬州大学

内部控制、产权性质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论文 李志斌 扬州大学

宋词三百首
普及成
果

朱德慈 扬州大学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s of“
Micro-vacation”Rural Tourism under the 
Vis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ake 
the villages along the Yangzho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as an example （乡村振
兴视阙下“微度假”乡村旅游发展与景观建设
路径研究——以大运河扬州段沿线乡村为例）

论文 刘海亮 扬州大学



观念与制度：以考察北朝隋唐内侍制度为中心 著作 徐成 扬州大学

认知重评阻断条件化恐惧记忆的习得与表达—
—对恐惧反应的长程抑制作用

论文 安献丽 扬州大学

“宁镇扬”专业设置与地区产业适应性思考 论文 王波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 著作 钱俊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1+1专业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研
究

著作 王斌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精准扶贫政策贫困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以苏北地区为例

论文 梁传波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论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逻辑与路径 论文 杨郑一
扬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总台）

扬州市广陵区革命老区发展史
普及成
果

周冠军 扬州市广陵区党史办

珍品扬州老地图考释 著作 陶伯龙
扬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院

成都、顺德申报“世界美食之都”考察报告
研究报
告

苏爱根 扬州市商务局

市场监管现代化转型的几点思考
研究报
告

蒋斌 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初心之旅：扬州红色教育基地指南
普及成
果

强学民 扬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让大运河文化活起来
研究报
告

李广春 扬州市委宣传部

奋力走在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最前列
研究报
告

徐宏宇 扬州市委研究室

清代以来扬州木版年画体系独立性探究 论文 孙璐 扬州市职业大学

列宁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论争研究 著作 仇文利 扬州市职业大学

清初尺牍选本研究 著作 陆学松 扬州市职业大学

开拓“四全”路径  打造“泛旅游”特色扬州
研究报
告

许金如 扬州市职业大学

扬州伊斯兰建筑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著作 张翔 扬州市职业大学

师范生专业发展导论 著作 顾馨梅 扬州市职业大学



住房公积金支持新市民解决住房问题的研究
研究报
告

李飞
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

天义•衡报（上、下）（点校本） 著作 万仕国 仪征市历史研究会

一座城市的精神成长史 论文 徐卫峰 张家港市委宣传部

曲艺丛论（共四册） 著作 陈世海
张家港市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地域的文化立场 著作 罗戎平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慧”教学，“活”课堂 著作 张学伟 镇江市丹阳市实验小学

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于镇江国家
低碳试点城市的实践

研究报
告

殷国兴
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诗词镇江：历代诗词咏镇江选集（共六卷） 著作 裘学耕
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日本工匠精神的意蕴、源起、缺陷与启示 论文 罗春燕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地方人才工作转型策略研
究——以镇江为例

研究报
告

丁钢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卫生应急自救互救体验馆的构建与实践 论文 黄晓云 镇江市急救中心

初中历史“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
研究报
告

耿霞 镇江市江南学校

思维影响教育：给教师88个批判式思考
普及成
果

徐明 镇江市教师发展中心

诗词里的镇江地名
普及成
果

殷金彤 镇江市民政局

自静其心 著作 王丰江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

江苏农村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与对策
研究

研究报
告

胡敖成 镇江市委办公室

工业用地亟需从“低效分散”转向“高效集聚
” ——全市工业用地布局和产出效益分析

研究报
告

陈杰 镇江市委办公室

镇江市创新党建引领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
的实践与启示

研究报
告

张伟清 镇江市委办公室

新时代  新思想  新征程：建设“强富美高”
新镇江干部教育读本

普及成
果

艾晓晖 镇江市委党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研究 著作 周秋琴 镇江市委党校



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推动镇江城市品质的提
升

研究报
告

孙忠英 镇江市委党校

“戴庄经验”及其可推广性研究
研究报
告

潘法强 镇江市委宣传部

南京小学生的课外负担到底有多重?
研究报
告

邵安琪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遵循规律 保持定力 精准施策    科学稳妥解
决好“化工围江”问题

研究报
告

叶绍芳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

为自己的性格找份工作：九型人格与职业生涯
规划

普及成
果

邹家峰
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办
公室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
异

著作 陈雯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

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精神 著作 王锋 中国矿业大学

逆向供应链的政府奖惩机制与税收——补贴机
制比较研究

论文 王文宾 中国矿业大学

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回溯 论文 张淑娟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地价均衡的城市扩张理论命题与调控策略
研究

论文 李效顺 中国矿业大学

周汉音乐转型实证解析 著作 朱国伟 中国矿业大学

1949：中国共产党怎样赢取民心 著作 王慎 中国矿业大学

18世纪记述孔子的英文文献及其特征与影响 论文 孟庆波 中国矿业大学

复合机制模式：金砖机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
向

论文 成志杰 中国矿业大学

区域碳配额分配和中国碳市场研究 著作 董锋 中国矿业大学

Study on the de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theory: A ca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基于二维脱钩理论研
究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的脱钩关系：以中

论文 张明 中国矿业大学

学术权贵的生成理路与制度规约 论文 余利川 中国矿业大学

整理国故——俞剑华画籍研究之方法论概述 论文 荆琦 中国矿业大学

煤炭价格波动机理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著作 丁志华 中国矿业大学



我国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研究 著作 黄美蓉 中国矿业大学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Music Content 
Analysis Based on Fuzzy Classification
（基于模糊分类的音乐内容分析方法研究）

论文 李臻 中国矿业大学

现代焦虑体验的美学研究 著作 史修永 中国矿业大学

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动机、行为及引导政策 著作 龙如银 中国矿业大学

中美产业创新能力比较分析：以生物医药产业
为例

著作 王晓珍 中国矿业大学

矿工不安全行为传播网络模型及其应用：基于
社会接触的视角

著作 许正权 中国矿业大学

基于函数型自适应聚类的股票收益波动模式研
究

论文 王德青 中国矿业大学

景观建筑艺术与设计=LANDSCAPE 
ACHITECTURE：ART AND DESIGN：英文

著作 韩晨平 中国矿业大学

“十四五”时期江苏省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对策
研究

研究报
告

高伟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文论核心元范畴“象”研究 著作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

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文化遗存价值研究 著作 管仁福 中国矿业大学

职业体育利益相关者价值链理论及应用 著作 许彩明 中国矿业大学

“微”词族的形成轨迹及语义演变 论文 邱雪玫 中国矿业大学

全面推进靖江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研究
研究报
告

汪超 中国矿业大学

“生活归零地”——“9.11”戏剧《施恩座》
中的伦理拷问

论文 李淑玲 中国矿业大学

当代西方转型正义话语批判 论文 亓光 中国矿业大学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英译（1919-2015） 论文 宫蔷薇 中国矿业大学

多尺度空间视角下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
的作用机理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著作 王锋 中国矿业大学

超人类主义与生物保守主义之争——生物医学
增强技术的生命政治哲学反思

论文 张灿 中国矿业大学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lative 
fertility costs and fertility benefits 
and their effects on fertility desire for 
a second child in China: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生育成本与生育收益的个体差异及
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潜在剖面分析）

论文 陈世民 中国矿业大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与大学权责结构变迁的制
度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透视

论文 段鑫星 中国矿业大学

居民能源消费行为低碳化的政策工具选择与优
化

著作 芈凌云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企业环境治理的价值逻辑：边界、情感与
行为

著作 芦慧 中国矿业大学

西方文学接受观念的五种类型 论文 陈长利 中国矿业大学

非对称过度自信水平下的激励机制研究 论文 陈克贵 中国矿业大学

新形势下全面提升江苏应急管理能力研究——
基于全省13市实证调查研究

研究报
告

王义保 中国矿业大学

论《易传》“生”学说的伦理意蕴及现代意义 论文 王棋 中国矿业大学

第三党历史 著作 王夫玉
中国农工民主党江苏省
委员会

修炼：企业文化的认知与实践 著作 赵凯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
公司

ESCI收录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特征及对培育世
界一流期刊的启示

论文 丁佐奇 中国药科大学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研究 著作 席晓宇 中国药科大学

基于incoPat的中国药科大学专利分析 论文 孙立冰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学科知识库联盟构建阻滞因素及应对策略
探讨

论文 周阳 中国药科大学

When Guanxi Meets Structural Holes: 
Exploring the Guanxi Networks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on Digital Platforms（当关
系遇上结构洞：数字化时代中国企业家的关系

论文 刘佳源 中国药科大学

环境规制约束能倒逼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吗——
基于Lagrange函数模型的分析与讨论

论文 周茜 中国药科大学

构建中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研究
研究报
告

邵蓉 中国药科大学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发展现状及对策研
究——基于42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调研

论文 徐春 中国药科大学



创新驱动背景下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之路 著作 张静 中国药科大学

我国临床检查员胜任素质研究
研究报
告

吴方 中国药科大学

金元之际全真道兴盛探究：以丘处机为中心 著作 钟海连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
公司

民办高职基础医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论文 刘璐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现居宅院闲置空间开发利用模式创新研究 论文 周玲玲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说明：各设区市申报成果项数分别为：南京470项，无锡555项，徐州350
项，常州412项，苏州724项，南通342项，连云港75项，淮安306项，盐城324
项，扬州399项，镇江 74项，泰州265项，宿迁30项。具体申报详情，由各市
另行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