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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市社科文〔2016〕6 号 

 

 

关于公布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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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市委市政府领导同意，2016 年“咸

宁思想库”共立项省社科联“社科研究资助”推荐项目（市

级重点课题）15 项，市级重点课题 16 项，市级课题 60 项，

现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见附件）。 

一、结项时间及要求 

所有课题必须在 2016 年 10 月底前完成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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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电子版发至市社科联邮箱:hbxnsk@126.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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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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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项评审办法 

对所有结项成果，市社科联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对于

优秀研究报告，市社科联将在《研究报告》上予以刊发，并

推荐到省社科联《领导参阅·市州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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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评审不合格

的课题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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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省社

科联“社科研究资助项目”立项的由省社科联予以资助），

市级课题每项 2000 元，课题经费在课题结项评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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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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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市政务服务中心 520 室，联

系人：刘朝霞，联系电话：8126390。 

 

附件：2016 年度“咸宁思想库”立项课题名单 

 

 

咸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湖北省社科院咸宁分院 

2016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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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咸宁思想库立项课题名单 

编  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s1601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推动全市经济发展质效走在全省前

列的研究与思考 
张善猛 咸宁市发改委

xnsk-s1602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十三五”推进咸宁幕阜山片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研究 
万  虎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s1603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咸宁市建设中国中部绿心的背景、现

状及路径分析 
卢  珊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s1604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创新视角下咸宁国际生态城市建设

研究 
谭小莉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s1605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咸宁方略 卢曰才 

咸宁市情研究

基地 

xnsk-s1606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咸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模式创

新与动力培育 
胡俊超 湖北科技学院

xnsk-s1607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咸宁数据产业

发展的思考 
聂应高 湖北科技学院

xnsk-s1608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咸宁市实现绿色崛起的文化自觉研

究 
方卫兵 

马克思大众化

研究基地 

xnsk-s1609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充分运用和发挥大数据的功能和价

值积极推进纪检监察工作 
程良胜 

中共咸宁市纪

律检查委员会

xnsk-s1610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宗教意识形态管理策略对主流意识

形态建设的启示——以咸宁市为例 
郑福汉 

中共咸宁市委

宣传部 

xnsk-s1611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幕阜山地区（药姑山）瑶族文化开发

与利用 
陈冬民 

中共咸宁市委

统战部 

xnsk-s1612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推进咸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对策

研究 
鄢文军 

咸宁市政府研

究室 

xnsk-s1613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咸宁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现状与

思考 
沈其文 

咸宁市农业科

学院 

xnsk-s1614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新媒体环境下基层社会科学普及创

新研究 
王建华 

省社科院咸宁

分院 

xnsk-s1615 
省社科资助推荐项

目（市级重点课题） 

以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推动我市基

层党建创新的探索与思考 
董  芳 咸宁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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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z1601 市级重点课题 
生态城市建设中市民生活方式的生态

化             
魏自涛 湖北科技学院

xnsk-z1602 市级重点课题 
加快金融业改革步伐，服务我市供给

侧改革 
饶坤罗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z1603 市级重点课题 文商旅融合发展 打造武汉前花园 方  旭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z1604 市级重点课题 建设海绵城市  打造生态咸宁 汪耀武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z1605 市级重点课题 
承接武汉溢出效应，全力推进“武咸

一体化” 
杨  莉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z1606 市级重点课题 新常态下咸宁涉农电子商务发展研究 廖咏絮 咸宁市委党校

xnsk-z1607 市级重点课题 
五七干校历史意义的后现代解读——

摧毁还是重构 
李城外 

向阳湖文化研

究基地 

xnsk-z1608 市级重点课题 
全面从严治党下我市治理“为官不为”

问题研究 
马  倩 咸宁市委党校

xnsk-z1609 市级重点课题 

群团改革背景下咸宁市共青团改革创

新路径探讨——基于重庆市、上海市

改革试点的启示 

杨修伟 
共青团咸宁市

委 

xnsk-z1610 市级重点课题 咸宁市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及对策研究 胡拥军 
市金融改革与

发展研究基地

xnsk-z1611 市级重点课题 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发展对策研究 吴宏钧 
民盟咸宁市委

会 

xnsk-z1612 市级重点课题 
关于咸宁市食品质量安全卫生的思考

与建议 
吴鸣虎 

农工党咸宁市

委会 

xnsk-z1613 市级重点课题 咸宁房地产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任  杰 
咸宁市城发集

团 

xnsk-z1614 市级重点课题 
“蓝精灵”计划助推咸宁体育跨越发

展的研究 
孙金波 咸宁市体育局

xnsk-z1615 市级重点课题 
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建设万里茶

道品牌城市 
邹玉成 

赤壁市经济社

会发展研究所

xnsk-z1616 市级重点课题 
公立医院改革背景下地市（州）级三

级医院发展的思考 
杜  光 

咸宁市中心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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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y1601 市级课题 
咸宁市农村土地新型集约化经营模式

探讨 
罗晶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2 市级课题 
“乡愁”文化视角下的咸宁旅游城市

景观模式研究 
彭劲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3 市级课题 
咸宁市体育休闲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

发展研究 
田涛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4 市级课题 
基于旅游背景下的咸宁古民居建筑构

造与美术形态研究 
王活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5 市级课题 咸宁市茶文化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王娜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6 市级课题 咸宁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究 许国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7 市级课题 
推进“旅游+”，促进咸宁绿色发展的

新引擎的路径与策略研究 
朱俊成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8 市级课题 
咸宁城市品牌形象核心竞争力策略研

究 
张利平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09 市级课题 
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服务助推咸宁经济

发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 
李敬云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0 市级课题 
智力扶贫——精准扶贫彻底脱贫的关

键 
明  智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1 市级课题 
咸宁幕阜山片区扶贫开发路径和机制

研究 
许  泱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2 市级课题 
咸宁市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的发展新动

能研究 
潘  婷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3 市级课题 
新《预算法》背景下咸宁市政府债务

管理研究 
张  莉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4 市级课题 咸宁文化软实力研究 陈国和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5 市级课题 
咸宁市名茶商标名的语言文化及英译

研究 
陈艳芳 湖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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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y1616 市级课题 
京剧始祖米应生戏曲文化的保护开发

研究 
魏一峰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7 市级课题 

“微更新”助创“万里茶道”城市品

牌——咸宁品牌化公共艺术形象低碳

升级 

吴一方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8 市级课题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资源

开发与利用--以咸宁市为例 
杨慕莲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19 市级课题 
关于咸宁市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对

策建议 
朱  琪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20 市级课题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战略背景下咸宁生

态旅游业发展对策的研究 
桑  霞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21 市级课题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生态社区建设 肖  鹂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22 市级课题 咸宁市推进教育公平策略研究 章春风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23 市级课题 
咸宁市大中专学生创新能力的调查研

究 
华  锐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24 市级课题 咸宁市温泉旅游翻译研究 张  慧 湖北科技学院

xnsk-y1625 市级课题 
“互联网+”时代咸宁茶业战略联盟实

施研究 
方  梅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26 市级课题 咸宁市体育休闲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胡  斌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27 市级课题 “香城泉都”绿色旅游发展研究 刘唯一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28 市级课题 武汉咸宁率先同城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赵德良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29 市级课题 
精准扶贫背景下咸宁市科技扶贫的模

式与机制研究 
郑  敏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0 市级课题 
新常态视角下咸宁市创新发展绿色经

济的路径探索 
陈德林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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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y1631 市级课题 
咸宁市跨境电商加速发展背景下复合

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赵巧丽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2 市级课题    
绿色发展促进咸宁融入“一带一路”

探讨 
廖伦建 

咸宁市绿色发

展研究基地 

xnsk-y1633 市级课题 
会计服务支持咸宁市“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思考 
郑金洲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4 市级课题 潜山旅游文化价值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陈晓云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5 市级课题 
生态学视域下咸宁市举办大型体育赛

事的可行性研究 
代  魁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6 市级课题 
“十三五”期间提升咸宁“香城泉都”

品位研究 
袁和平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7 市级课题 
对咸宁市城区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的

思考 
汪  怡 

咸宁职业技术

学院 

xnsk-y1638 市级课题 
当前形势下我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研

究 
黄  凯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39 市级课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条件下我市经济发

展对策研究 
张召华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40 市级课题 
咸宁市人才队伍建设状况调查——以

咸宁市选调生为例 
陈  琴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41 市级课题 咸宁市人大立法立项机制研究 黄卫东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42 市级课题 嘉鱼鱼文化研究 胡武生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43 市级课题 

新医改背景下“健康咸宁”建设的路

径探索——基于对咸宁市中心医院托

管模式的分析 

王秋实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44 市级课题 咸宁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问题研究 张  典 咸宁市委党校

xnsk-y1645 市级课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下的咸宁茶产

业发展趋势分析 
马梦君 

咸宁市农业科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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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立项类别 课题名称 负责人 承担单位 

xnsk-y1646 市级课题 推进咸宁市农业标准化的建议 夏文娟 
咸宁市农业科

学院 

xnsk-y1647 市级课题 

咸宁市推进乡镇建立“主题党日+”有

效机制的探索与思考——以通城县为

例 

程懿蓉 
通城县委组织

部 

xnsk-y1648 市级课题 
特殊对象的精准扶贫研究——以咸宁

山区服刑人员家庭为样本 
熊  浩 咸宁监狱 

xnsk-y1649 市级课题 
“万里茶道”申遗视角下的咸宁担当

与作为 
雷  春 

咸宁市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

xnsk-y1650 市级课题 构建“医养结合”模式探索 周燕红 
咸宁市党外知

识分子联谊会

xnsk-y1651 市级课题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优化国地税合作研

究——以湖北省咸宁市为例 
任  伟 

咸宁市地方税

务局 

xnsk-y1652 市级课题 
公安机关推进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的实践与思考 
严宏星 咸宁市公安局

xnsk-y1653 市级课题 
法制化与市场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

制的取向与路径 
阚  熙 咸宁市国资委

xnsk-y1654 市级课题 
咸宁市集中式饮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对

策研究 
程  谦 

咸宁市环境保

护局 

xnsk-y1655 市级课题 零基预算的理论与我市的实践 孙  振 
咸宁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 

xnsk-y1656 市级课题 咸宁野樱花资源保护与发展研究 高建军 咸宁市林业局

xnsk-y1657 市级课题 
咸宁市山地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

究 
李亚超 咸宁市农业局

xnsk-y1658 市级课题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研

究——以咸宁为例 
陈金鹏 

咸宁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

局 

xnsk-y1659 市级课题    
打造中部“绿心”必须走“五个深化”

之路 
吴越胜 咸宁市统计局

xnsk-y1660 市级课题 

咸宁市城中村文化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中心城区温泉、浮山街道办城中

村为例 

胡明霞 
中共咸安区委

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