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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淮科协发〔２０１７〕７２号

关于公布淮安市２０１７年度
自然科学软课题评审结果的通知

市科协所属各学 （协）会，各高校科协、企业科协：

根据 《关于申报２０１７年度淮安市自然科学软课题项目的通

知》（淮科协发 〔２０１７〕１０号）通知精神，经过各市级学会、高

校科协、企业科协推荐，专家评审，现将评审结果予以公布

（详见附件），其中市级一类课题 ５个，各资助５０００元；二类课

题１５个，各资助３０００元；三类课题５１个，各资助１０００元。

附件：淮安市２０１７年度自然科学软课题入选名单

淮安市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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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淮安市２０１７年度自然科学软课题入选名单

一、立项资助项目（７１个）

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等次

１ 淮安市农业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创新模式研究 淮阴工学院 一等

２ 淮安市区小商品市场换挡升级的调查与思考 淮安市现代物流学会 一等

３ 农户科技服务需求调研与路径优化
江苏徐淮地区

淮阴农业科学研究所
一等

４ 地市级档案安全管理方法与技术研究 淮安市档案学会 一等

５ 淮安食品安全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一等

６ 云制造技术在淮安制造业中的应用与推广 淮安市数控学会 二等

７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淮安智慧农业解决方案研究 淮安市计算机学会 二等

８ 高铁对淮安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联系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淮安市交通工程学会 二等

９ 淮安“联网＋精准扶贫”路径研究 淮安市科技情报学会 二等

１０ 淮安市职业病发病特征趋势研究及对策建议 淮安市预防医学会 二等

１１ 淮安市智慧健康养老体系建设研究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二等

１２ 基于因子分析的淮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体系研究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二等

１３ 基于心理资本理论的大学生创业能力提升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二等

１４ 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党务档案管理研究 淮阴工学院 二等

１５ 互联网＋视角下的淮安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体系创新
研究

淮阴工学院 二等

１６ 政、校、企三方协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淮阴工学院与淮安市产学研合作为例

淮阴工学院 二等

１７ 淮安市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购买影响因素及发展建议的

研究
淮安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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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等次

１８ 广场舞锻炼对淮安市区中老年女性健康体适能影响的

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

１９ 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下高校技术转移模式及评价体系构建 淮阴师范学院 二等

２０ 淮安市地方特色食品实施团体标准的思考 淮安市食品学会 二等

２１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地方创就业平台应用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

２２ 促进管理与激励创新机制，加强淮安企业科技人才

建设———借鉴美国科技人才模式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

２３ 全域旅游视角下淮安中医药健康养生旅游发展策略

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

２４ 互联网＋背景下淮安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研究 淮阴师范学院 三等

２５ 淮安特色小镇建设对策研究 淮安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三等

２６ 淮安精准扶贫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淮安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三等

２７ 淮安高校教师职业幸福感现状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 淮安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三等

２８ 驻淮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与地方“４＋２”特色产业体
系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淮安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三等

２９ 淮安科技服务业供给侧改革的策略研究 淮安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三等

３０ 淮安市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淮安市机器人学会 三等

３１ 基于ＴＲＩＺ理论的淮安市高端制造业产品创新驱动
及生态设计方法研究

淮安市机器人学会 三等

３２ 全自动油菜移栽技术应用前景及实验研究 淮安市数控学会 三等

３３ 基于“互联网＋”的“时间银行”养老平台模式体系
研究

淮安市计算机学会 三等

３４ “互联网＋”建设项目数字化联合审图系统研究 淮安市计算机学会 三等

３５ “互联网＋”背景下的食品药品安全远程监管体系
优化研究

淮安市计算机学会 三等

３６ 电商背景下淮安商贸流通业市场转型升级研究 淮安市现代物流学会 三等

３７ 淮安市职业病诊断病例流行病学特征及发病趋势分析 淮安市医学会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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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等次

３８ 淮安市耐药结核病疫情特征及主要危险因素研究 淮安市防痨学会 三等

３９ 健康管理从概念走向实践－－如何让健康管理“接
地气”

淮安市康复医学会 三等

４０ 淮安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淮安市康复医学会 三等

４１ 城市居民健康管理与服务网格化的探索 淮安市康复医学会 三等

４２ 白马湖水质监测与评价机制调查研究 淮安市电子学会 三等

４３ 淮安市非医学院校大学生院前急救知识与技能现状

调查与干预研究
淮安市体育科学学会 三等

４４ 姿势控制与躯干肌力调整对非特异性腰背痛长期疗

效的研究
淮安市体育科学学会 三等

４５ 新发展理念下的淮安“萃智”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淮安市交通工程学会 三等

４６ 苏北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 淮安市交通工程学会 三等

４７ 基于区域农业跨越发展的全产业链服务模式探索与

实践
淮安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三等

４８ 探索新路径 实现新作为增强家庭农场发展生机与

活力的实践思考
淮安市农经学会 三等

４９ 淮安市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现状和服务能力方式

研究
淮安市科技情报学会 三等

５０ 无人机植保飞防项目在淮安地区大规模应用的可行

性研究
淮安市航空运动协会 三等

５１ 关于转变白马湖周边池塘养殖发展方式的建议
淮安市老科技

工作者协会
三等

５２ 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促进精准脱贫致富早

日达小康的调研报告

淮安市老科技

工作者协会
三等

５３ 淮安市青少年科普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淮安市图书馆学会 三等

５４ 淮安历史文献数字化构建 淮安市图书馆学会 三等

５５ 人防工程所有权制度研究 淮安市人民防空协会 三等

５６ 淮安市人群主要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情况研究 淮安市预防医学会 三等

５７ 淮安气象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与思考 淮安市气象学会 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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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等次

５８ 加强防雷安全监管 推进气象放管服改革 淮安市气象学会 三等

５９ 淮安市基层气象台站现状调查与分析 淮安市气象学会 三等

６０ 贯彻落实新《安全生产法》促进工业园区安全生产

的策略研究———以淮安市清浦区工业园为例
淮安市土木建筑学会 三等

６１ 黄河故道治理工程建管机制探索与创新 淮安市水利学会 三等

６２ 淮安生态新城高铁新区水系优化调整及站前广场竖

向设计研究
淮安市水利学会 三等

６３ 淮安市重点区域水系连通研究 淮安市水利学会 三等

６４ 健康中国背景下淮安智慧养老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研究
淮安市营养学会 三等

６５ “江苏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的淮安市职业教育发展应
对策略研究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三等

６６ 淮安乡土菜挖掘与创新研究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三等

６７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淮安市智慧居家养老模式创新研究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三等

６８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淮安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三等

６９ 区域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与防范措施研

究———以淮安市为例
江苏食品药品学院科协 三等

７０ 淮安市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淮安市创新创业科技

服务中心
三等

７１ 胃肠间质瘤的微创手术治疗对比研究 淮安市科普志愿者协会 三等

二、立项不资助项目（２２个）

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１ 以一带一路六个乡镇发展为重点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２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背景下现代高职院校应对策略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３ 全域旅游背景下淮安世遗文化资源开发与城市形象提升

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４ 特色文化视角下淮安市全域旅游开发研究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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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５ 高等学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对淮安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研究 淮阴工学院

６ 淮安市城镇居民体育需求与消费的经济学模型及实证检验 淮阴师范学院

７ 具时滞的食饵———捕食模型的Ｈｏｐｆ分支研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８ 淮安市新能源汽车运营监控平台设计方案研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９ 基于“一带一路”４战略的职业教育多边合作发展研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１０ 高职院校产学研用协同管理模式与机制研究———以淮安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１１ 淮安地区大学生自主创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１２ 基于六西格玛质量管理目标的汽车安全气囊壳体图像识

别检测方法研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１３ 淮安市引导和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府职责研究 淮安市数控学会

１４ 淮安市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水平与体质的研究 淮安市体育科学学会

１５ 苏北区域中心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淮安市交通工程学会

１６ 淮安市主城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水质影响现状调查 淮安市预防医学会

１７ “智慧淮安”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研究 淮安市食品学会

１８ 淮安市食品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职食品类专业建设及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研究
淮安市食品学会

１９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模式探究－－以江苏财经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淮安市图书馆学会

２０ 创新驱动助推下高校图书馆面向淮安经济发展的科技信

息服务研究－－基于淮安科教信息港的实践 淮安市图书馆学会

２１ 推进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淮安 －－淮安市图书馆全民阅
读品牌建设研究

淮安市图书馆学会

２２ 高校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研究———以淮扬菜专题文献

数据库建设为例
淮安市图书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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