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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人民政府文件 

宁政发〔2020〕152 号 

 
 

市政府关于公布南京市第十五次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结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京市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工作已经结

束。根据《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办法》，经南京市

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审，共评出市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2 项、二等奖 27 项、三等奖 50 项，

现将获奖项目予以公布。希望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再接再

厉，开拓创新，继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

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加快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



— 2 — 

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南京市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获奖项目 

 
 

 

南京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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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评审获奖项目 
 

一等奖获奖项目（12 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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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南京解放史（1945—1949）（著作）  中共南京市委党

史工作办公室 

3．住房正义的经济学研究（著作）  吴海瑾（南京市社会

科学院） 

4．践行文化自信的公共文化治理：价值内涵、实践场域和

行动取向（论文）  颜玉凡（河海大学）、叶南客（南京市社会

科学院） 

5．南京打造全国有影响的集成电路产业地标的关键路径与

措施研究（研究报告）  吴松强（南京工业大学）、曹大贵（南

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王雷（中国社科院）、赖小鹏（中国社

科院）、许烨（南京市浦口区教育局）、胥亮（南京审计大学金

审学院）、高国生（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朱卫东（南京集

成电路产业服务中心）、黄盼盼（南京工业大学）、尹航（南京

工业大学）、陈林（南京工业大学）、杨艺灵（南京工业大学）、

杨洁（南京工业大学）、张琳曼（南京工业大学）、王琛（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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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学）、赵伟（南京工业大学）、夏后学（南京工业大学）、

马硕（南京工业大学） 

6．再造“老城南”：旧城更新与社会空间变迁（著作）  何

淼（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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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瑜（金陵科技学院）、何燕（金陵

科技学院） 

8．汪曾祺及里下河派小说研究（著作）  杨学民（南京晓

庄学院） 

9．儿童在前，我在后（著作）  唐隽菁（南京市北京东路

小学） 

10．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的内在逻辑与思维方法（著作）  

王兵（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11．不同家庭背景初中生学业负担的差异分析——基于南

京市 479 名初中生的问卷调查（论文）  童星（南京师范大学） 

12．翻译研究：探索与思考（著作）  周红民（南京晓庄

学院） 

二等奖获奖项目（27 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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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国森林旅游目的地指南（著作）  刘世勤（中国森林

旅行社）、聂影（金陵科技学院）等 

3．国有财产法基本制度研究（著作）  李昌庚（南京晓庄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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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探微传（著作）  邵磊（南京市博物总馆）、郦英南

（南京市博物总馆）、施慧（南京市博物总馆） 

5．高校心理辅导理论与实务（著作）  崔诣晨（南京晓庄

学院） 

6．江南水泥厂档案（著作）  南京市档案馆 

7．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洪世勤（金陵科技学院）、刘厚俊（南京大学）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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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9．转识成智：基于小学数学教师 PCK 发展研究（著作）  王

九红（南京市天正小学） 

10．守正笃实治环境，久久为功铸新篇（研究报告）  韩

道辉（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 

11．互殴与防卫关系之检讨——以类型化的实体与程序规

则构建为中心（论文）  李勇（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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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创新社会治理：大数据应用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论

文）  张新生（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14．论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突破（论文）  张谦芬（南京

晓庄学院） 

15．民国时期《礼记》研究考论（著作）  郎文行（南京

晓庄学院） 

16．《中山陵档案》丛书（著作）  中山陵档案编委会 



— 6 — 

17．明代南京守备研究（论文）  周忠（江苏春雨教育集

团有限公司） 

18．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及中国的策略（论

文）  王原雪（金陵科技学院）、张二震（南京大学） 

19．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休闲农业旅游行为意向研究

（论文）  朱长宁（金陵科技学院）、鲁庆尧（淮阴师范学院）、

王树进（南京农业大学）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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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南京名志导读·县志篇（普及成果）  南京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22．关于我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治气篇（研究报告）  黄敏（南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

市建设）委员会）、王霞（南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

委员会）、崔阳景（南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委员

会）、叶轩（南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委员会）、

陈瑜（南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委员会）、陆宏宁

（南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委员会）、张烁铃（南

京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城市建设）委员会） 

23．关于抢抓全域旅游发展机遇，打造国际重要旅游目的

地的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孙家兴（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庞照银（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张菁（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丰志勇（南京市社

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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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流失探析（著作）  张笑寒（南

京审计大学） 

25．代价论视野下的教育改革研究（著作）  唐小俊（南

京晓庄学院） 

26．关于法规引领、科学施策，不断提升我市停车管理水

平的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孙家兴（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庞照银（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张菁（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李先强（南京市政

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27．鲁敏论（论文）  余荣虎（南京晓庄学院） 

 

三等奖获奖项目（50 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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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霞（山西财经

大学） 

2．历史与记忆——117 户南京大屠杀受害家庭（族）微观

史调查与研究（著作）  曾向东（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徐康英

（南京市档案局）、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 

3．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演变、特点与启

示（论文）  蔡华健（南京晓庄学院）、曹慧英（南京晓庄学院） 

4．民国民法典编纂及其当下镜鉴（论文）  谢冬慧（南京

审计大学） 

5．煤矿安全风险集成管理成熟度提升原理与方法研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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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顾静（南京晓庄学院） 

6．志愿者培育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著作）  张勤（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 

7．财政绩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南京探索（研究报告）  黄

玉银（南京市财政局）、孔庆龙（南京市财政局）、唐国民（南

京市财政局）、李铁巍（南京市财政局）、周庆华（南京市财政

局）、刘育莎（南京市财政局） 

8．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与改革升级研究（著

作）  黄桂兰（南京晓庄学院） 

9．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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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组建大型新型研发机构的对策建议（研究报告）  

王辉龙（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程金林（中共南京市委研究室）、

王苏波（中共南京市委研究室） 

11．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著作）  马

向阳（南京传媒学院） 

12．民国教育督导研究（著作）  吴长宏（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13．知识资本视域下瞪羚企业成长路径研究（研究报告）  

罗利华（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姜春（复旦大学）、

高小惠（南京市科技信息研究所）、陈红喜（南京工业大学）、

汪小星（南京市科技信息研究所）、陈晓歌（南京工业大学）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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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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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南京古都地理空间与景观过程（著作）  姚亦锋（南

京师范大学） 

16．金陵碑刻精华（著作）  杨新华（南京古都学会）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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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文化消费的困惑：“国际经验”与实践的背离（论文）

李惠芬（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19．南京市共享经济发展研究（研究报告）  赵成军（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黄卫东（南京邮电大学）、谢东超（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白云朴（南京邮电大学）、杨青松（南

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张国莉（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陶卓（南京邮电大学）、穆向阳（南京邮电大学）、徐文哲（南

京邮电大学）、张慧君（南京邮电大学）、宋丽敏（南京邮电大

学） 

20．中国雾霾污染区域分异研究（著作）  刘晓红（南京

晓庄学院） 

21．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粮食安全风险及其防控研究（论

文）张淑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22．成长支持：做孩子的生命“合伙人”（论文）  万代红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23．当代电视艺术的视觉性思维（著作）  王贤波（金陵

科技学院）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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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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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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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育人模式创新研究（著作）  

王娜娜（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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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职业教育：行走在追梦路上——现代职业教育的求索

之路（著作）  潘东标（南京市教育局） 

2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执行情况审计”的实现路径（研

究报告）  时现（南京审计大学）、任慧莉（南京市审计局） 

30．主题地图在同行评议专家库构建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刘丹（金陵科技学院）、叶继元（南京大学） 

31．基于图书馆数字资源访问系统的读者行为数据挖掘研

究（论文）  周欣（南京晓庄学院）、陆康（南京晓庄学院）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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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为劳动恢复名誉：现代乌托邦共同体的理论抱负（论

文）  高信奇（南京市委党校）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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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上岗（南京师范大学）、李

在军（扬州大学） 

35．旅游场域视角下的旅游产业融合度实证研究（论文）  

严伟（金陵科技学院） 

36．创新融合视角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路径研究——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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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牛首山为例（论文）  胡勇（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潘

卓（南京师范大学）、张苏缘（南京大学） 

37．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规制研究（著作）  蔡健（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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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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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陶行知与儿童教育（著作）  杨冰（南京晓庄学院） 

41．“新时期文学”起源及内涵考究（论文 ）  王学森（金

陵科技学院） 

42．十六世纪中国大众传媒社会的形成及其结构——明代

中后期出版物大众化的原因和特征（论文）  韩鹏（南京传媒

学院） 

43．钢琴演奏艺术与即兴伴奏（著作）  励君玉（南京晓

庄学院） 

44．中国原创绘本中的乡愁审美取向略论（论文）  戴璐

（南京传媒学院）、陈端端（南京工程学院） 

45．南京历代陵墓（著作）  邵磊（南京市博物总馆） 

46．和平之旅：东瀛友人口述史（著作）  张建军（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47．中统特务活动史（著作）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林建英（南京市博物总馆） 

48．基于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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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京市经济薄弱村 A 村为例（研究报告）  郭洪峰（南

京市审计局）、蒋开颜（南京市审计局）、任慧莉（南京市审计

局）、谭健（南京市审计局） 

49．江苏培育新经济“独角兽”企业的思路对策（研究报

告）  步国旬（南京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李晓清（江苏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周旭（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孔祥威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陈君君（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丁灵（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徐静雅（南京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陈铄（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打造乡村特色品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研究报告） 

卢军（南京市政协办公厅）、朱邦亮（南京市政协办公厅）、何

益丰（南京市政协办公厅）、张建辉（南京市政协办公厅）、吴

凡（南京市政协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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