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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是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
关键之年，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
下，４月１２日，江苏大学社会科学处正式
成立。成立后的社会科学处紧紧围绕学校
的中心工作，突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
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主题，认真推进人文
社科相关工作，全力推进国家社科项目、
各类基地、奖项的申报及培育工作，突出
“高端、青年、国际化”，在各学院及相关
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全校人文社
科广大教师的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现总结如下：
【强化关键环节的组织工作，社科项目稳步
提升】 第一，及时收集、发布各类社科项
目申报信息，拓宽各种申报途径。第二，
加强申报环节的组织工作。开展各种项目
的分类指导、形式审查、预答辩及评审跟
踪工作，认真做好全部申报任务书的格式
审查工作。以江苏省社科基金申报为例，
由于前期组织了二次专家指导会、一次申
报书审查指导会，因而有效地提升了申报
书质量，使得２０１７年度省社科基金获批２０
项，是２０１６年６项的３倍。第三，加强科
研项目的日常管理，联合财务处、审计处
对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
研究基金等各级各类近百余项项目的进度
推进及经费管理工作进行了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方面的中期检查。
在立项、经费入账、结项等环节强化政策
宣传，强化组织过程，严格要求，确保项
目能够按时、保质地顺利完成。第四，及
早启动了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社科科学基金项目
申报工作，已经完成了一轮指导工作。
２０１７年全年获批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
等各级各类社科项目１７１项，项目立项总

经费７１０ ４万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８项，总经费１９０万元；省部级项目４８
项，立项经费２３２ ６万元。国家社科重点
项目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１项，艺术学单列学科
项目获批２项，实现零的突破。２０１７年共
完成国家社科、江苏省社科、教育部社科、
江苏省教育厅社科及市厅级等各级各类项
目的结题验收８０余项，为２０１８年的项目
申报和报奖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２０１７年
全年共受理人文社科学术交流７４项，经审
核符合资助条件的６８项。其中，专家讲学
６０人次，参加国际会议４人次，国内学术
会议４人次。
【注重平台及奖项的培育，建设成效初现】
社科处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大走访活动。
一方面，在校内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学院、
相关单位都举行了座谈会，与教师特别是
一线教师开展面对面的沟通，听取他们对
学校科研政策、科研环境的建议和意见，
并撰写了调研报告。另一方面，社科处还
向兄弟院校学习取经，分别赴扬州大学、
常州大学调研，学习他们的先进工作经验，
既开阔了眼界，也学习了工作规范与工作
要求，提升了作风建设效果。经过梳理，
各学院提出了基地及奖项的建设重点。
２０１７年学校作为第一承担单位成功申报省
级基地培育点１项、市厅级政府类平台２
个。先后有２４位教师与各级政府部门签署
了服务协议，为地方政府的决策提供咨询
服务。社科处重点组织做好“赛珍珠研
究”等研究基地建设工作，积极扩大学校
人文社科成果在地区内的影响力。全年共
推荐报送包括江苏省优秀理论成果奖、省
社科应用精品工程奖、商务部成果奖１２
项，合计获批３项，获得省部级行业科技
奖一等奖３项。
【论文、专著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２０１７年，学校教师在人文权威期刊发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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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４ 篇、ＣＳＳＣＩ论文１２３ 篇，出版论著
３０部。
【学习十九大精神，落实“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活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认真学
习十九大文件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
落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结合工
作特点及机关工作作风建设要求，组织好
党课学习及交流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树立岗位工作责任意识，爱岗敬业，
踏实工作。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工作，以制
度建设为抓手，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健全完善监督约束机制；坚持“管
理一流、服务一流”的宗旨，提高全体工
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赴学校人
文社科相关学院开展调研，了解科技人员
的工作诉求，强化服务意识，做到精心组
织，加强协调，正确引导，优质服务，不
断创新，建设一支务实高效、开拓创新、
风清气正、教师放心的科技管理队伍。
【搭建社科交流平台】 在社科交流平台方
面，一是启用社科处网站，及时提供最新
的政策与动态情况；二是完成了江苏省社
科年鉴（江苏大学部分）的编制工作、江
苏大学社科简报编制工作，组织教育部全
国普通高校社科统计报表编制工作，传递

并发挥江苏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信息；三是
组织召开学校人文社科系列讲座，定期举
办校内学术讲座，邀请多位校外国家社科
重大项目负责人来学校做国家社科项目申
报座谈会；四是与常州大学、扬州大学、
江南大学等兄弟学校交流与学习；五是筹
备成立江苏大学社科联，在更大范围内搭
建交流平台。在校内服务方面，与科技处
完成工作的交接并注重日常的工作配合，
配合学校人事处完成了人才遴选、职称评
定等材料审核工作，配合研究生院完成了
研究生导师遴选的材料审核工作，受到相
关单位的一致好评。２０１７年，社科处一方
面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制度，制定政策，
“请进来，走出去”；另一方面，协调、衔
接好校内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以期达到
各个环节的良好运作，真正服务于广大教
师。总之，为了繁荣人文社科，社科处将
不遗余力，让各二级学院及广大老师都有
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氛围，努力让学校
人文社科不断做大做强。明年，社科处将
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争取更大的成绩。

（撰稿人：朱　 茜　 核稿人：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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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获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立项情况（江苏大学第一单位）
序号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１ 共青团中央 ２１７ＺＤ０６６ 创业成长视角下大学生创业动机形成机理及激励
策略研究

２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７２６专项 １７ＤＤＢ０１２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江苏法治建设研究

３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１７ＨＱ００８ “白蛇传传说”的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研究

４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 １７ＨＱ００９ 教师惩戒权法律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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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５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 １７ＪＤＢ００７ 基于生命周期匹配视角的企业家精神激发和保护
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６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专项 １７ＪＤＢ００８ 新时代下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支持体系演化路径
及政策研究

７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十九大
专项 １７ＺＴＢ００４ 新时代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定体系研究

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６ＢＪＹ０９８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推进农业现代化有效路径及典
型经验研究

９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ＧＭＤ０３８ 少数民族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研究

１０ 共青团中央项目 ２０１７ＺＤ０６７ 组织理论视角下高校班级团支部和班委会一体化
运行机制的研究

１１ 共青团中央项目 ２０１７ＺＸ０４ 研究生思想引领工作研究

１２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ＬＹ３０ 可行能力视角下健康扶贫绩效评价指数编制及应
用研究

１３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ＭＬＢ００２ 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思维与江苏科技自主创新实践
路径研究

１４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ＧＬＢ００１ 高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评价体系研究

１５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ＧＬＢ０１２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江苏企业转型升级中的
工匠型产业工人培养研究

１６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ＧＬＢ０２０ 生态创新与构建江苏制造业集群竞争新优势研究

１７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ＧＬＣ００３ 共享发展理念下江苏精准扶贫机制设计及效益监
测研究

１８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７ＧＬＣ００６ 破解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困境的利益共容机制及
政策研究

１９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７ＧＬＣ０１６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江苏制造企业生产率提升研究

２０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７ＦＸＣ００１ 新司法解释背景下贪污受贿罪量刑规范化实证
研究

２１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７ＴＱＢ００８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导向的情报学知识体系与核心问题域
研究

２２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ＪＹＢ００３ 心理契约视角下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评价指标及机
制研究

２３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ＹＳＢ００９ 造物学视域下江苏地区考古发现的明代金银饰品
研究

２４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自筹项目 １７ＪＹＤ００２ 江苏高校国际化战略适配模型构建及实现路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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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２５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 １６ＪＤ０１３ 江苏省中小企业安全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策
略研究

２６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 １６ＪＤ０１４ 江苏省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多阶段健康度评价
及治理策略研究

２７ 文化部 公共文化服务与农民工教育培训融合发展研究
２８ 江苏省长三角合作与发展联席

会议办公室
长三角重点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罚机
制建设

２９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ＬＹ１３ 基于ＤＳＧＥ模式的“一带一路”建设的Ｄｙｎａｒｅ
仿真与计量研究

３０ 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ＬＹ２６ 科技型新创企业可持续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绩
效评价研究

３１ 全国老龄委 ＱＬＢ２０１７Ａ００１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研究———基于司法裁
判与地方立法的实证分析

３２ 全国老龄委 ＱＬＢ２０１７Ａ００９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镇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能力提升机制研究

３３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
目中特专项 １７ＷＴＢ００３ 习近平文化战略思想与提升江苏文化软实力研究

３４ 江苏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７０２２ 江苏中外合作产业园创新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
３５ 江苏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７０２３ 江苏科技型新创企业可持续创新的提升策略研究

３６ 江苏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７０２４ 基于专利池的江苏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协同创新模
式研究

３７ 江苏省软科学 ＢＲ２０１７０２５ 江苏众创空间可持续发展影响机制、绩效评价和
成长路径模式

３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ＡＺＨ０３５ 区域环境治理情景适应性决策研究

３９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ＡＺＨ１０２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少数族裔的积极公民教育及
其对中国的启示

４０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ＪＹＡ８９０００１ 变革与坚守：“互联网＋”背景下大学体育教学
改革路径研究

４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Ｃ９１０００８ 大数据背景下统计数据安全发布机制与方法研究

４２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Ｃ８４００４１ 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变化对其医疗服务利用影响
的实证研究

４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Ｃ６３０００１ 情感财富理论视角

４４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Ｃ６３０１６０ 工作家庭边界的双主体互动效应及其管理对策
研究

４５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Ａ６３０１１７ 网络社交媒体视阈下投资者情绪：生成机理、传
染机制及股市危机预警研究

４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Ａ６３００２２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多阶段健康度评价及治理策略
研究

４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７ＹＪＣ７９００８０ 交互创新对我国制造业生产行为节能转型的传导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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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来源 批准号 项目名称

４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
项目 １７ＣＦ１９７ 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洞穴

４９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
项目 １７ＢＧ１２３ 技术与形态视域下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传播研

究（９—１４世纪）

５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７ＡＧＬ０１０ 小微企业融资再担保体系风险形成、演化及防范
研究

５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７ＡＺＳ０１２ 中国古代蒙学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５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ＢＫＳ０１４ 《资本论》手稿的空间正义思想阐释及其当代意
义研究

５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ＢＪＹ０２４ 我国科技资源配置中腐败行为分析及“公地悲
剧”治理研究

５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１７ＢＴＱ０２５ 开放科学理念下的科研数据治理研究
５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７ＣＺＷ０６７ 元代庐陵文学研究
５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７ＣＺＷ０１４ 西汉文学中心与文学变迁研究

（核稿人：赵　 明）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获省、部级及以上奖项人文社科项目
序号级别获奖时间及类型 获奖项目名称 获奖

单位 完成人 单位

１ 省部级
行业

２０１７ 商业联合
会科学技术奖

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生态嵌入
下的合作研发战略及绩效评价
研究

江苏
大学

马志强朱永跃赵广凤
吴宁李钊吴梦云
李明星刘昌年李文元
金玉成马泽君

管理
学院

２ 省部级
行业

２０１７ 商业联合
会科学技术奖

面向“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的服
务型制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体
系构建及应用

江苏
大学

朱永跃戴江澄白光林
司马杰邹家峰杨琳
胡桂兰刘彩艳

管理
学院

３ 省部级
行业

２０１７ 商业联合
会科学技术奖

集群式产业转移驱动的国内价
值链重构与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江苏
大学

胡绪华蒋苏月杨丽丽
张鸾贺丹徐宵宵
施锦宏卢癑李帅梅
姚远Ｌｉｌｉｂｅｌ

财经
学院

４ 省部级
政府

２０１７ 商务部发
展研究成果奖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链风险形成
与治理研究

江苏
大学马国建 管理

学院

（撰稿人：朱　 茜　 核稿人：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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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人文社科出版著作（译著）情况
序号 书名 编著者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字数

（千字）
１ 半个魔法 张　 杰南京大学出版社（译著）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９２

２ 艺术社会心理学———艺术的社会
分析与心理研究 王令中中原传媒集团大象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３１４

３ 数字交互展示艺术 崔　 晋人民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２月 ２４０

４ 一岁的小鹿 冯瑞贞南京大学出版社（译著）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９４

５
追寻霍克斯笔下的红楼主人公形
象———基于语料库的显化翻译
研究

姚　 琴中国社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８５

６ 话语与贸易摩擦———以中美轮胎
特保案为例 吴　 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２月 ２１０

７ 潜教育　 家教“魔方” 房德康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２３０

８ 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郑可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３００

９ 远离学校的教育：当代西方国家
“在家上学”运动研究 王佳佳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４月 ２８０

１０ 生态文明建设———镇江实践与
特色 马志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著） ２０１７年８月 ３３３

１１ 诗意栖居 宋联可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编著） ２０１７年２月 １５０

１２ 心派企业文化设计与落地 宋联可中国财富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２月 １５０

１３ 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理论与实践 刘桂锋江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８月 ２１０

１４ 婚姻的两面向———马克思主义婚
恋家庭思想研究 于晓琪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５月 ２８５

１５ 新时期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 耿华昌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２３０

（撰稿人：朱　 茜核稿人：赵　 明）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人文社科出版基金资助出版专著情况

序号 书名 第一
作者 所属单位 出版单位 出版

年份
著作
类别

总字数
（万字）

资助
金额
（万元）

１ 参合农民重大疾病保障水
平、适宜度及支付制度研究周绿林管理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２ ４

２ 宋代金银饰品与民俗文化 邓莉丽艺术学院 天津人民美术
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０ １ ２５

３ 科学观念在中国的历史演进
研究 李　 丽马克思主义

学院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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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书名 第一
作者 所属单位 出版单位 出版

年份
著作
类别

总字数
（万字）

资助
金额
（万元）

４
工作—家庭边界管理的一致
性对员工行为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

王三银财经学院 江苏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０ ２

５ 最美的风景———《江苏大
学报》“聚焦一线”作品选张明平宣传部 江苏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３０ ２

６ 二语语用能力研究 李　 民
肖　 雁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２ ３ ２

７
他者的澄明与主体的涅
?———教学交往范式的伦理
转向

柴　 楠教师教育
学院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１６ ７ ４

８ 碳配额制约下产业系统螺旋
低碳演化研究 沈　 辉校办 江苏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１５ ２ ２

９ 江苏高校服务社会：理论、
模式与对策 马志强管理学院 江苏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２ ５ ２

１０ 公私合作（ＰＰＰ）法律问题
研究 邹焕聪法学院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４５ ４

１１ 基于脑电信号创业胜任力综
合测评 毛翠云管理学院 化学工业出

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０ ４

１２ 教师专业伦理精神与道德
修养 李晓波教师教育

学院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５ ４

１３ 变革与发展：公民教育课程
的国际比较研究 范微微教师教育

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０ ４

１４
基于移动支付服务价值的互
联网支付用户渠道转移行为
研究

陈　 洋管理学院 江苏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１５ ２ ２

１５ 情商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研究 陈　 权教师教育

学院
中国矿业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７ 非英文专著 ２８ ２

（撰稿人：朱　 茜　 核稿人：赵　 明）

江苏大学２０１７年人文社科论文统计
篇

收录来源 收录数
ＣＳＳＣＩ收录 １２３

（撰稿人：朱　 茜核稿人：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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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省、部级基地情况（社会科学）
编号 基地名称 批准／成立年份 批准单位 负责人

１ 江苏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基地 ２００８ 江苏省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梅　 强

２ 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２００８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唐　 恒
３ 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中心 ２００９ 江苏省教育厅 田立新
４ 江苏省统计科学研究基地 ２０１０ 江苏省统计局 赵喜仓
５ 创新经济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培育点） ２０１０ 江苏省教育厅 赵喜仓
６ 江苏省统计应用研究基地（校外基地） ２０１２ 江苏省教育厅 赵喜仓
７ 江苏镇江法治政府研究院（校外基地培育点） ２０１７ 江苏省教育厅 刘同君

（撰稿人：朱茜核稿人：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