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22 年度一般课题立项名单（院外）

经济类（18 项）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主持人

YWYB202201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山西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姚晓萍

YWYB202202 构建太忻一体化经济区产业新体系研究 太原工业学院 白桂峰

YWYB202203 多系统耦合下山西省能源系统碳达峰路径研究
山西工程科技职

业大学
张海亮

YWYB202204 山西重点产业链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郭建宇

YWYB202205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刘三满

YWYB202206 山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张淑辉

YWYB202207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农旅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

昔阳县东冶头村为例

山西省文化旅游

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李堂锁

YWYB202208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以大同市

推进水生态建设为例

大同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王爱民

YWYB202209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创新能力提升研究
静乐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区管委会
朱 波

YWYB202210 山西省建设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闫永琴

YWYB202211
山西省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策略及政策支持体系研

究
山西财经大学 刘青云

YWYB202212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

究

山西省创新创业

孵化协会
张 晶

YWYB202213 推动山西能源数字转型发展研究 山西能源学院 包 兴

YWYB202214
山西推动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大同高质量发展路径

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张 磊

YWYB202215
资源型地区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研究——以阳泉市

为例

山西工程技术学

院
陈曙光

YWYB202216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产业协同

发展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丽荣

YWYB202217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深化能源革命研究 太原学院 白宝平

YWYB202218 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山西智能矿山研究
大同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彭富强

文史类（18 项）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主持人

YWYB202219 山西文学地理的固守与突围 太原学院 王雅馨

YWYB202220 晋商文化中的语言文字要素及其功能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白慧静

YWYB202221 文旅融合背景下山西语言景观考察与建设研究 太原学院 郭振红

YWYB202222 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治党的历史经验研究 山西大学 吕其镁

YWYB202223 逻辑视域下习近平语言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王 爱

YWYB202224 推动美丽山西建设研究——基于美学经济的视角 山西工商学院 牛三平



YWYB202225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山西方言和敦煌俗文学 太原师范学院 崔 容

YWYB202226 山西农村新闻传播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贾丽云

YWYB202227 “走西口”文化研究
山西工程科技职

业大学
赵 新

YWYB202228 傅山“高轴钜幛”书法美学寻绎
山西省青年书法

家协会
张生勤

YWYB202229 山西皋陶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弘扬研究 中北大学 岳文婷

YWYB202230
媒介融合背景下晋域沿黄河地区非遗保护与传播策

略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刘 霄

YWYB202231 太忻地区历代长城诗文整理与文旅资源开发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李晓敏

YWYB202232 山西乡村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发展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雷焕贵

YWYB202233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诗经·大雅·生民》研究 太原学院 张安琪

YWYB202234 河东吟育的传承与弘扬研究
运城市河东吟诵

社
家云秀

YWYB202235 山西黄河廊道鼓乐文化非遗活态保护与发展研究
山西省艺术研究

院
张 磊

YWYB202236
晋韵文化与地域认同——山西方言电影空间建构的文

化表征
山西传媒学院 史晓峰

综合类（35 项）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主持人

YWYB202237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 尹冬青

YWYB202238 毒品犯罪的反制与禁毒法治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郭春青

YWYB202239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赵 军

YWYB202240 山西治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申 巍

YWYB202241 以党建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

一医院
徐 钧

YWYB202242
中医药强省战略下“技能+”中药人才培养提质增效

对策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 程生辉

YWYB202243 山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利用研究
山西经济管理干

部学院
王 君

YWYB202244 山西省数字政府建设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研究
山西省数字政府

服务中心
白景涛

YWYB202245
职业教育服务山西乡村振兴研究——以人才振兴为

视角
山西农业大学 侯向娟

YWYB202246 生态文明视域下山西沿长城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孙 刚

YWYB202247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公安信访问题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李 焱

YWYB202248 公安交通管理现场执法风险防范与舆情应对 山西警察学院 张雪梅

YWYB202249
脱贫地区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山西

和顺县横岭镇为例
山西中医药大学 张秀峰

YWYB202250
山西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对策研究——推进我省

中药产业快速迈入强省行列的研究

山西华新晋药集

团有限公司
刘 伟

YWYB202251
山西重点产业链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加速推进

我省通用航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步伐

大同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王一明

YWYB202252 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下治安调解机制优化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管晓静

YWYB202253 山西团干部清廉教育研究 共青团山西省委 曲宏飞



团校

YWYB202254
山西省人口老龄化发展预测、特征与养老保险体系

的可持续性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刘凌晨

YWYB20225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研究——以大同市

为例

大同市人民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
庞 君

YWYB202256 山西省社区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王建宇

YWYB202257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公安政策的适当性评估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武瑞清

YWYB202258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农村交通安全社会治理格局研

究
山西警察学院 温志刚

YWYB202259 高职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研究
山西职业技术学

院
王海英

YWYB202260
法治社会与基层治理研究——以行政执法权下沉乡

镇（街道）为视角

山西工程科技职

业大学
潘淑岩

YWYB202261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的公安队伍管理创新——以山西

省某县公安局为例
山西警察学院 范如意

YWYB202262
互联网背景下深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对基层母婴安

全工作帮扶研究
山西白求恩医院 贺 静

YWYB202263
基层治理视域下学校（行政学院）信访工作教育培

训研究

长治市党建研究

会
李婷婷

YWYB202264 中医药适宜技术纳入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对策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 王 轩

YWYB202265 基层监督与清廉村居建设研究
省纪委监委晋源

管理中心
庞岩磊

YWYB202266 山西文旅康养产业提档升级研究
山西省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王建明

YWYB202267 乡村振兴背景下阳泉农民创新创业问题研究
山西工程技术学

院
孔晓莉

YWYB202268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研究
山西省民政事业

发展中心
郑 红

YWYB202269 加强党对公安执法工作的领导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樊晓辉

YWYB202270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回望与经验启

示

太原城市职业技

术学院
周树勇

YWYB202271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基层税务机关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研究——以 X开发区税务局为例

国家税务总局忻

州经济开发区税

务局

郭 静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22 年度青年课题立项名单（院外）

经济类（24 项）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主持人

YWQN202201
“数字山西”建设背景下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

增效的路径与对策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 迪

YWQN202202
山西校企协同创新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对

策研究——基于空间效应视角
太原科技大学 陈石斌

YWQN202203 山西资源型经济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杨怡康



YWQN202204
山西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资本配置影响效应

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小腾

YWQN202205
“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发展驱动山西碳减排

的机制与提升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范 瑞

YWQN202206
碳中和背景下晋中盆地农业碳汇估算及时空分

布特征——基于 DNDC 模型
山西能源学院 贾海霞

YWQN202207
山西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先进制造业基地的路径

及对策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郭金花

YWQN202208 山西省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山西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
杜 锐

YWQN202209
基于价值共创视角下山西文旅康养产业发展路

径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张 磊

YWQN202210 构建山西省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潘丽霞

YWQN202211 以“双碳”目标指引推动山西能源革命 山西能源学院 郭晟熙

YWQN202212
“双碳”目标下氢能支撑山西能源革命政策研

究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

大学
师菲芬

YWQN202213
山西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区域

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研究
山西科技学院 李梅芳

YWQN202214 价值链视角下清徐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张 蕊

YWQN202215 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深化煤炭企业改革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郭檬楠

YWQN202216 山西省数字乡村发展就绪度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张 素

YWQN202217 山西省开发区"发展+减排"协同改造路径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段婉君

YWQN202218
数智化转型视域下山西省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研

究
山西工商学院 吉鲁婷

YWQN202219
产业数字化推动山西省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选

择
山西工商学院 段奇芳

YWQN202220
产教融合助力山西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对策研

究
太原学院 张 毅

YWQN202221 绿色经济理念下山西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雷晓丽

YWQN202222 能源革命推动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中共吕梁市委党校 张婉霞

YWQN202223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农村产业融合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郑 洁

YWQN202224 山西县域农业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与减排政策 山西农业大学 王兴华

文史类（17 项）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主持人

YWQN202225
抗战时期太行区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当

代启示
太行干部学院 郭钰豪

YWQN202226
国潮热背景下建构新民间艺术的路径研究——

以山西剪纸艺术为例
太原工业学院 张 哲

YWQN202227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省农村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研究

山西省文旅（产业）

规划研究院
牛 江

YWQN202228
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对

策研究

山西省文旅（产业）

规划研究院
张金瑞

YWQN202229 晋国“凤鸟回眸”舞蹈活化的价值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耿 婕

YWQN202230 高校美育视角下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中北大学 白雪儿



YWQN202231
后疫情时代山西地域形象的社交媒体表达及传

播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邱雅娴

YWQN202232
红色文化外宣赋能大同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研

究——以大同红色记忆馆文本英译为例
大同市博物馆 王雅玲

YWQN202233
山西省黄河流域非遗“传统舞蹈”的抢救性保

护研究
山西省艺术研究院 薛 莉

YWQN202234 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在山西传播的贡献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高军龙

YWQN202235
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以云冈石窟外宣翻译为例
山西大同大学 张娟超

YWQN202236
语言接触下山西境内官话与晋语接缘点官话研

究
山西科技学院 亢小井

YWQN202237 晋城市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传承理路研究 山西科技学院 吴姗姗

YWQN202238
山西红色文化在大学生中的认知现状调查及对

策分析
山西大同大学 任建玲

YWQN202239
山西“秧歌类”非遗中地域文化的结构与特征

研究
山西省艺术研究院 梁 雨

YWQN202240 文旅融合视野下新时代山西红色戏剧发展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肖 霄

YWQN202241 徐昆在中国清代传奇史中的地位研究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康建鑫

综合类（28 项）

项目编号 课题名称 承担单位 主持人

YWQN202242 人工智能赋能下虚拟养老院服务模式构建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吴 娟

YWQN202243 新时代讲好“山西故事”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冯金钟

YWQN202244 山西省“互联网+”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探究 太原市中心医院 杨 虹

YWQN202245 基于康养理念下的山西省农村生态养老模式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郝志媛

YWQN202246 数字乡村建设中山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冯 亮

YWQN202247 “山西智慧康养平台”建设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杨小爱

YWQN202248 平台企业治理视角下互联网营商环境优化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徐沛雷

YWQN202249
新媒体时代下山西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吕福龙

YWQN202250 慢性病自我管理全面支持模式的构建 山西医科大学 王素明

YWQN202251
基于“都市圈”视野下山西体育非遗协同保护与

开发策略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靳志鑫

YWQN202252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基层社区协商治理研究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

大学
赵 伟

YWQN202253
基于 SWOT-AHP 分析的山西省沿黄地区非遗文化旅

游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尚 莹

YWQN202254
山西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区域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陈 娟

YWQN202255
“历史决议”经典文本与党的自我革命历史主动性

研究
山西能源学院 马晓亮

YWQN202256 山西省智库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

团有限公司党校
白如斌

YWQN202257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山西省老年人口社会参与的

效用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贾冰云

YWQN202258 山西省夜间旅游开发现状及对策研究 山西省艺术研究院 伦 欣

YWQN202259 太忻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智慧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少华



培养模式探索实践

YWQN202260
山西省新农人创业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

究
山西农业大学 张慧泽

YWQN202261
文旅融合视角下黄河流域山西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开发性保护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张芙蓉

YWQN202262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山西省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

对策研究

山西工商学院
赵倩茹

YWQN202263 新时代山西基层党建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 丹

YWQN202264 山西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路径及对策研

究
太原师范学院 郭端平

YWQN202265 山西红色体育文化资源传承与活化利用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齐伟伟

YWQN202266 山西省“告知承诺制”改革依据的法理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戴加佳

YWQN202267 后疫情时代声纹鉴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研究 山西警察学院 贾丽文

YWQN202268 复杂网络视角下山西省中医药产业技术知识扩散

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 裴中阳

YWQN202269 乡村振兴背景下晋中文旅资源的开发研究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孙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