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咸市社科文〔2015〕13 号 

 

关于公布 2015 年度“咸宁思想库”课题 

立项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专家评审，并报市政府同意，2015 年“咸宁思想库”

共立项市级重点课题 23 项(含省社科联“基层社科研究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10 项，基地项目 5项)，预立项课题 71 项，

现予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一、结项时间及要求 

所有课题必须在 2015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结项，逾期

未完成的一律撤题。结项时请递交以下材料：①《咸宁思想

库课题结项表》1份（封面加盖承担单位公章）；②结项研

究报告和决策咨询建议稿 (字数控制在 5000 字以内) 各 3

份， 并将电子版报送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结项材料必须

符合《“咸宁思想库”课题结项报告格式规范》的要求（格

式规范及模板请登录咸宁社科平台（www.xnskpt.com）“下

载专区”下载)。 

二、结项评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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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预立项课题结项成果，市社科联将组织专家进行

评审，按照市级课题（重点资助项目）、市级课题（资助项

目）、市级课题（指导性项目）和不合格课题四个等次进行

评级。对于优秀研究报告，市社科联将在《研究报告》上予

以刊发。凡课题结项评审前需要对外公开发表、正式出版或

内部刊发的项目成果，必须报经市社科联同意，违者一律不

予结项。对被评为不合格课题的项目，不予结项。 

三、课题资助办法 

市级重点课题的资助额度为每项 4000 元，市级课题（重

点资助项目）每项 2000 元，市级课题（资助项目）每项 1000

元，课题经费在课题结项评审定级后，一次性拨付。根据市

领导指示精神，课题承担单位对立项课题应给予相应的配套

经费支持。市级课题（指导性项目）研究经费由课题承担单

位承担。  

四、有关事项 

请各课题承担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及时通知课题组开

展课题研究，并加强对课题研究的指导和督办。若有未明事

宜，请与市社科联联系。 

 

附件：2015 年度“咸宁思想库”课题立项名单 

 

 

咸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湖北省社科院咸宁分院 

2015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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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 年度“咸宁思想库”课题立项名单 
 

项目编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s1501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关于探索建立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体制机制的调研报告 
王远鹤 市纪委监察局 

xnsk-s1502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咸宁市“十三五”产业发展重点研究 张善猛 市发改委 

xnsk-s1503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制约咸宁市建成小康社会因素的思考 吴高岭 市扶贫办 

xnsk-s1504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咸宁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研究 王建华 
省社科院咸宁

分院 

xnsk-s1505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咸宁城镇化进程的产业支撑机制和实

现路径——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

框架的分析 

胡俊超 湖北科技学院 

xnsk-s1506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咸宁市绿色生态能源发展现状与对策

研究 
陈圣江 湖北科技学院 

xnsk-s1507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咸宁市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

化调查研究——以通城县大坪乡水口

村为个案 

李旺珍 湖北科技学院 

xnsk-s1508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边销茶之乡咸宁茶叶传统知识的传承

与创新研究 
孙志国 湖北科技学院 

xnsk-s1509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加快推进咸宁市电子商务发展对策研

究 
魏会生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s1510 

市级重点课题（省社

科联“基层社科资助

项目”推荐课题） 

构建绿色养生旅游体系，打造咸宁健康

养生福地 
谭小莉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z1501 市级重点课题 
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深化老龄人口医

养护一体化改革 
吴鸣虎 

农工党咸宁市

委会 

xnsk-z1502 市级重点课题 
公安机关推进“法治咸宁”建设的实践

与思考 
刘红洲 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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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sk-z1503 市级重点课题 完善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罗继洲 市人民检察院 

xnsk-z1504 市级重点课题 諴雷以 与中国厘金制度  雷锡高 市档案局 

xnsk-z1505 市级重点课题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助推咸宁绿色崛

起 
梁业伟 

市外事侨务办

公室 

xnsk-z1506 市级重点课题 通城创业文化与咸宁绿色崛起 陈冬民 市委统战部 

xnsk-z1507 市级重点课题 

意识形态工作基层创新的探索与思考

——以贯彻落实《中共咸宁市委关于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党委主体责任宣传部

门主管责任的意见（试行）》文件为例 

王胜弘 市委宣传部  

xnsk-z1508 市级重点课题 
派出纪检监察机关有效实施“三重一

大”监督问题研究 
熊  峰 

市纪委第三纪

工委 

xnsk-z1509 
市级重点课题（基地

项目） 

关于咸宁市开展大众“三创”（创业、

创新、创富）活动的对策建议 
方卫兵 湖北科技学院 

xnsk-z1510 
市级重点课题（基地

项目） 
经济新常态下咸宁沿江崛起研究 廖伦建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z1511 
市级重点课题（基地

项目） 

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视角下的咸宁产业

政策 
卢曰才 市委党校 

xnsk-z1512 
市级重点课题（基地

项目） 

向阳湖历史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

传播研究 
李城外 市委党校 

xnsk-z1513 
市级重点课题（基地

项目） 

财政性资金推动金融创新的实践、路径

及变迁 
万华利 市人行  

xnsk-y1501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特色小城镇旅游发展模式及实

现路径研究 
许慧卿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2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城市绿道建设与优化 朱俊成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3 预立项课题 
金融支持咸宁科技型企业发展的路径

研究 
蔡青青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4 预立项课题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咸宁智慧旅游”之

酒店综合管理 
卢社阶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5 预立项课题 
新常态下咸宁市金融创新发展的路径

选择 
许  泱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6 预立项课题 
咸宁旅游业健康发展促进月光经济战

略实现的路径及策略 
桑  霞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7 预立项课题 新媒体背景下咸宁市旅游营销研究 许国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8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及对策研

究——以通山县洪港镇为例 
罗  晶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09 预立项课题 鄂南古民居水环境空间研究 罗  彬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0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推行生态化绿色教育的建议 王建峰 湖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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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sk-y1511 预立项课题 咸宁绿色崛起中市民生态素养的培育  魏自涛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2 预立项课题 
关于咸宁市实施绿色智造战略的对策

建议 
朱  琪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3 预立项课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基层民主制度

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龚旭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4 预立项课题 
加强我市公务员的诚信建设，提升政府

公信力 
刘侣萍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5 预立项课题 
开发鄂南名人文化资源 助推咸宁“绿

色崛起”战略 
陈从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6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旅游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高  洁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7 预立项课题 
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与路径

研究——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 
胡美玲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8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青少年网络文明建设研究 李嘉慧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19 预立项课题 
鄂南地方文化资源发掘与咸宁旅游核

心竞争力的提升 
李敬云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0 预立项课题 
共生共荣，助力文化强市——鄂南文化

视域中湖科校园文化建设 
万小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1 预立项课题 
咸宁红色文化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大众化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吴慧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2 预立项课题 
明清鄂南灾荒述论——以地方志为中

心的考察 
张  霞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3 预立项课题 
构建咸宁市肿瘤预防及分级诊疗模式

的研究 
曹  喆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4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贫困妇女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

调查研究 
陈  晓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5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城乡社区老年人自护能力和生

活质量调查 
罗菊英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6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基层计生服务机构公共服务职

能研究--基于院站资源整合背景下 
袁 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7 预立项课题 法治咸宁建设中市民法治素养研究 肖  鹂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8 预立项课题 

基于咸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创意

产业策略研究--以国家级非遗“通山木

雕”为例 

彭  劲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29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医务人员幸福感影响因素与提

升策略 
杨春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30 预立项课题 
对地方高校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的思

考 
杨慕莲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531 预立项课题 
信息服务工作在推进省级战略咸宁实

施中的作用与对策研究 
陈红勤 湖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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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sk-y1532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国内游客来源的市场调查分析 周薇薇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3 预立项课题 
咸宁天然药食兼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

的研究 
曾青兰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4 预立项课题 
绿色崛起背景下创新发展咸宁现代农

业的途径与模式研究 
陈德林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5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苗木产业现状调查与发展研究 李名钢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6 预立项课题 
基于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战略的咸宁

港口经济发展对策 
饶坤罗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7 预立项课题 
深挖咸宁“五乡”资源，铸造鄂南生态

品牌 
万齐元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8 预立项课题 
咸宁打造华中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思

考 
镇咸辉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39 预立项课题 旅游中的咸宁民歌资源开发与保护 陈晓云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40 预立项课题 
基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文化重构模式

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胡  顺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41 预立项课题 1017 中国扶贫日活动载体之研究 万  虎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42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法制建设研

究 
王宗莉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543 预立项课题 

绿色崛起背景下的幕阜山片区旅游创

新发展路径探析——以咸宁“南三县”

为例 

廖咏絮 市委党校 

xnsk-y1544 预立项课题 
经济新常态下解决咸宁“三农”问题的

对策研究 
张召华 市委党校 

xnsk-y1545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推进 PPP 模式现状调查与可行性

路径分析 
陈  芳 市委党校 

xnsk-y1546 预立项课题 

咸宁建设山水城市的可行性及其策略

研究——兼论绿色崛起背景下的咸宁

城市建设 

胡武生 市委党校 

xnsk-y1547 预立项课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治理困境

及对策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马  倩 市委党校 

xnsk-y1548 预立项课题 

从文化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进行

现代性解读——以向阳湖五七干校为

例 

刘  雯 市委党校 

xnsk-y1549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党政干部应对新闻媒体调查研

究报告 
张  典 市委党校 

xnsk-y1550 预立项课题 
画树投射测验在塑造基层领导干部阳

光心态中的应用研究 
李江华 市委党校 

xnsk-y1551 预立项课题 
关于我市乡镇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

养与运用调查报告 
董  芳 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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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sk-y1552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民宪法观念调查研究报告 黄卫东 市委党校 

xnsk-y1553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大学生创业现状分析和对策研

究 
杨修伟 

共青团咸宁市

委 

xnsk-y1554 预立项课题 
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咸宁旅游产业绿色

化创新发展研究 
易元红 

湖北省蒲圻师

范学校 

xnsk-y1555 预立项课题 
加强综合治理，促进平安建设——关于

完善我市综合治理工作的建议 
吴宏钧 

民盟咸宁市委

会 

xnsk-y1556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农村残疾人扶贫问题研究 陈会宗 市残联 

xnsk-y1557 预立项课题 
法律视角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

探索 
阚  熙 市城投公司 

xnsk-y1558 预立项课题 推进社会保险费征管改革的探讨 姚  涛 市地方税务局 

xnsk-y1559 预立项课题 病死牲畜处理调查研究报告 颜运和 
市动物疫控中

心 

xnsk-y1560 预立项课题 
积极推进咸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思

考 
张永红 市发改委 

xnsk-y1561 预立项课题 
矿政管理助推咸宁推绿色崛起的思路

与对策研究——以咸安区为例 
陆宇鹏 市国土资源局 

xnsk-y1562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产生、

处置现状调研及处置规划构思 
晏  威 市环保局 

xnsk-y1563 预立项课题 
推进我市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思

考 
周  鸿 市经信委 

xnsk-y1564 预立项课题 咸宁农林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研究 赵海波 市林业局  

xnsk-y1565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休闲农业发展研究 郑  丽 市农科院  

xnsk-y1566 预立项课题 关于咸宁市湖泊保护的对策研究 漆胜保 市人大 

xnsk-y1567 预立项课题 

浅论充分发挥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在

全面推进法治咸宁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和作用 

郑光勇 
市人民政协理

论研究会 

xnsk-y1568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青砖茶产业发展的优化路径研

究 
赵君武 市特产局   

xnsk-y1569 预立项课题 咸宁市“十三五”经济增长率研究 吴越胜 市统计局 

xnsk-y1570 预立项课题 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的探讨 姚  锐 市中心医院 

xnsk-y1571 预立项课题 
关于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和税务师等

新群体的调查研究 
范  威 市委统战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