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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批准号 课题名称 姓名 所在单位
经费

（万元）
成果形式 项目类别

1 2016SJA630001 高校预算绩效管理与评价体系研究 刘礼明 江苏师范大学 1.2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2 2016SJA630002
教育现代背景下，江苏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研究
黄建元 南京财经大学 1.2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3 2016SJA630003
基于财务绩效视角的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及

财会团队建设研究
王卫星 常州大学 1.2

研究报告、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4 2016SJA630004 江苏省学前教育财政拨款机制研究 江夏 扬州大学 1.2 咨询报告 财务专项

5 2016SJA630005 江苏省公办普通高中学费调整政策研究 唐万宏 南京师范大学 1.2 研究报告 财务专项

6 2016SJA630006 高校预算绩效管理与评价体系研究 赵湘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7 2016SJA630007 高校预算绩效评价机制创新研究 刘敏 南京工程学院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8 2016SJA630008
基于BSC和AHP分析法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

和绩效评价研究
张巧华 河海大学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9 2016SJA630009 基于大学附属医院的财务风险预警研究 金千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0 2016SJA630010 基于“互联网+”的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研究 芮幼琴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1 2016SJA630011 基于“互联网+”的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研究 何爱群 苏州大学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2 2016SJA630012
基于“互联网+”的综合性高校财务内部控

制体系提升研究
刘岚 东南大学 0.8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财务专项

13 2016SJA630013
基于“互联网+”时代高校财务内部控制体

系建设与评价研究
王国祥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4 2016SJA630014 HACCP理论在高校财务管理中的运用 许泉 南京农业大学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5 2016SJA630015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高职院校预算管理研

究
陆平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6 2016SJA630016 基于新常态下的高校内控体系建设研究 谭卫东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0.8 系列论文 财务专项

17 2016SJA630017 江苏民办高校会计制度研究 陈丽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0.2 研究论文 财务专项

18 2016SJA710001
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

机制研究 邢纪红 东南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19 2016SJA710002
“三严三实”背景下农林高校领导干部作

风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王春春 南京农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0 2016SJA710003
基于价值认同的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路径探究——以南京航空航天 李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系列论文 党建研究专项

21 2016SJA710004
高校服务型基层党组织机制建设和效能提

升的路径研究 张勤 河海大学
1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2 2016SJA710005
“标杆管理”理论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中

的应用研究 张云雷 南京理工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016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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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16SJA710006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背景下高校“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和有效机制研 缪建东 南京师范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4 2016SJA710007 健全改进高校党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研究 张策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 1 系列论文 党建研究专项

25 2016SJA710008
大学文化建设视角下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研究 董博 南京林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6 2016SJA710009 高校服务性党组织长效服务机制建设研究
李战军 江苏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7 2016SJA710010
新常态下高校党建创新的“跟进式”路径

研究 张德高 常州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28 2016SJA710011
新媒体时代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有效形式与长效机制探究 孙召路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系列论文 党建研究专项

29 2016SJA710012
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工作

机制研究 黄维 南京工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0 2016SJA710013 医学院校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石金楼 南京医科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1 2016SJA710014
高职院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长效机制研究

何学军、吴
兴富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2 2016SJA710015 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 江胜尧 南京师范大学 1 系列论文 党建研究专项

33 2016SJA710016
核心价值观视域下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服

务功能的路径研究 吴胜红 南京工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4 2016SJA710017
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引领高校“三全
育人”工作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的视 李沛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5 2016SJA710018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师生德育工作长效机制

研究
杨雪琴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党建研究专项

36 2016SJA710019
应用型本科高校德育创新研究——基于大

学生课外“阶梯式”实践育人的视角 应可福 常州工学院
1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7 2016SJA710020
新时期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

内涵与实现机制探析 高明 南京工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8 2016SJA710021
以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为载体的高校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研究 丁静 南京邮电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39 2016SJA710022 “四个全面”在高校党组织“三进”研究 陈中建 南京师范大学 1 专著 党建研究专项

40 2016SJA710023 协商民主在高校治理中的运用研究
尚洪波 南京师范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党建研究专项

41 2016SJA820001
控制论视阈下“三不腐”有效机制的实施
路径研究——以完善江苏教育系统惩防体

系建设为例
张明杰 东南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42 2016SJA820002
深入推进“三转”，聚焦主责业主，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
刘逶迤 南京理工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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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6SJA820003
行政体系与监察体系的比较与建构：中国
古代廉政建设模式对新时期纪检监察“三

转”的现实启示研究
郭强 南京师范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44 2016SJA820004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有效实施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路径研究
胡心淼 南京财经大学 1 系列论文 纪检监察专项

45 2016SJA820005
中国传统文化与法制视阈下高校廉洁文化

建设研究
邱正祥 南京林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46 2016SJA820006
提升高校党章党规党纪教育针对性和有效

性研究
朱永平 南京邮电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47 2016SJA820007
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江苏高
校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调查与思考

顾勤 南京晓庄学院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48 2016SJA820008
高校反腐体制机制创新与制度保障体系研

究
邵从清 盐城师范学院 1 系列论文 纪检监察专项

49 2016SJA820009
教育领域纪律检查、行政监察、业务监管

协同机制建设研究
王亚娟 淮阴工学院 1 研究报告 纪检监察专项

50 2016SJA820010 挖掘“茶廉”元素，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王润贤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纪检监察专项

51 2016SJA740001
基于目标导向的PBL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研究
程丹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2 2016SJA740002
基于支架理论的外语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教学行动研究
单楠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3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3 2016SJA740003 信息化环境下外语课堂教学生态化研究 吴斌 盐城工学院 3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4 2016SJA740004
信息化环境下高职院公共英语教师教学能

力提升研究
冯伟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3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5 2016SJA740005
面向服务的智慧化外语教学与管理平台的

建设与实践研究
韦汇余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6 2016SJA740006
项目式英语教学模式下学习者语言与思辨

能力发展研究
夏珺 南京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7 2016SJA740007
基于大学英语微课资源建设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研究与实践
郭锋萍 东南大学 1

系列论文、
研究报告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8 2016SJA740008
基于项目式学习（PBL）的专门用途英语

（ESP）教学行动研究
喻惠群 南京林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59 2016SJA740009
信息化时代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在线英语

课堂模式有效性研究
吴文娟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0 2016SJA740010
PBL模式下多元读写能力培养在通用学术英

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
蔡慧敏 南京工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1 2016SJA740011
基于后方法外语教学理论的大学英语教学

绩效评价实证研究
蒋莉 南京师范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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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2016SJA740012
基于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教

学的行动研究
张新雯 南京工程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3 2016SJA740013 基于PBL的ESP教学行动研究 陶啸云 南京晓庄学院 1
系列系列论

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4 2016SJA740014 大学英语数字化教材评价体系研究 张凌然 三江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5 2016SJA740015
新媒体环境下翻转课堂模式在高职院校英

语教学中的应用
张蒙蒙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6 2016SJA740016
信息化环境下高职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力提升途径研究
孙全军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7 2016SJA740017
嵌入翻转课堂教学的高职英语生态化教学

探索与实践
黄艳梅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8 2016SJA740018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中俄合作铁路专业俄语

教学中的应用和创新
李明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69 2016SJA740019 教育生态视域下的英语教学设计研究 李骥云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0 2016SJA740020 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外语认知研究 曹炯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系列论

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1 2016SJA740021
信息化环境下高职英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研究
冯远征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1 专著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2 2016SJA740022
基于PBL（Project-based Learning）高

职英语教学的行动研究
蔡海霞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3 2016SJA740023
基于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教

学的行动研究
顾剑锋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

研究报告、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4 2016SJA740024
基于PBL的高校英语专业外教口语课的体验

式教学模式构建
祖大庆 中国矿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5 2016SJA740025
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大学英语元认知策略

研究
黄文杰 江苏师范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6 2016SJA740026 基于PBL的高职英语写作教学行动研究 莫国辉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
研究报告、
系列论文、
校本教材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7 2016SJA740027
基于微课资源的“G-O-E”英语生态化教学

模式研究
王冉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8 2016SJA740028
移动学习支持下高职英语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研究
冯新平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79 2016SJA740029
慕课时代 “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式的外

语认知研究
吴华佳 扬州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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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016SJA740030
江苏高职高专院校英语学习者的概念构建
方式差异研究——以江苏某高职院校学生

张靖宇 扬州市职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1 2016SJA740031
智慧教育背景下高职英语教师信息化教学

能力提升研究
庞德美 南通职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2 2016SJA740032
基于学习平台及视频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研究与实践
刘芳 苏州科技大学 1

系列论文、
网络平台
（软件）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3 2016SJA740033
信息化环境下高职商务英语教学资源体系

的实践与研究
赵阳 苏州市职业大学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4 2016SJA740034
信息化环境下商务英语教师的TPACK及教学

能力提升研究
陈霞 淮阴师范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5 2016SJA740035
应用型综合性高校转型背景下ESP导向的大

学英语课程体系建构研究
雷晓东 淮海工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6 2016SJA740036
信息化环境下地方本科院校英语教师教学

能力提升研究
黄橙 常州工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7 2016SJA740037
基于外语微课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与实践---以《外贸英语函电》课程为例

曹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8 2016SJA740038
基于外语微课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与实践-以高职基础英语为例
肖德钧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89 2016SJA740039
移动互联网络环境下微学习模式的研究与

实践——以高职英语课程为例
周勇祥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90 2016SJA740040
“写译结合”高职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研究

——以中华文化传播为视阙
金晓宏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
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91 2016SJA740041
“翻转课堂”理念下独立学院大学体验英

语教学中的微课应用研究
谭艳珍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1

系列论文、
教学资源库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92 2016SJA740042 基于PBL理论的非英专汉译英教学模式探索 张慧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1
系列论文、

平台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93 2016SJA740043 基于混合教学模式的外语认知研究 戴瑜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 1 系列论文
外语教学研究

专项

94 2016SJA880001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年度发展报告和统

计资料汇编
胡汉辉 东南大学 10 研究报告 教育管理专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