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会议于2021
年 11月 18日至20日举行。经过评委认真审
读、评选，共评出获奖成果150项，其中特别奖2
项，一等奖20项，二等奖53项，三等奖75项。
现将获奖名单公示，公示期为11月25日至12月
1日（以登报日期为准，五个工作日）。凡对获奖
成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提出申诉意见和相
关证明，由评选办公室研究复核后，提出处理意
见，并报评选委员会审查。公示监督电话:
0535-6683286、6691990。

特别奖（2项）

001 《这所党校不一般》
中共烟台市委研究室
002 《烟台市事业单位“3+3”监督管理规

范化建设项目》
刘民晓 烟台市农科院
张丽丽 烟台市农科院
马雪飞 烟台市农科院
郭对田 烟台市农科院
刘学军 烟台市经管站

一等奖（20项）

003 《烟台市在疫情防控中做好新闻舆论
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刘 静 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004 《改革开放进程中烟台乡镇企业的变

迁及历史地位研究》
黄立新 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005 《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研究》
马天云 鲁东大学
006 《新时代党内监督的创新发展》
王翠芳 鲁东大学
007 《关于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助

推我省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的建议》
宋英杰 山东工商学院
杜龙波 山东工商学院
左 杨 山东工商学院
008 《我国世界遗产地民族传统体育——

武术非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
黄义军 鲁东大学
009 《中国传统纹样与现代纺织品设计融

合研究》
李 娜 烟台南山学院
刘 宝 烟台南山学院
010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基于中国沪

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宋 岩 烟台大学
011 《金融扶持科技金融与我国零售行业

发展的关系探讨》
孙 颖 烟台科技学院
林全杰 烟台科技学院
012 《中小学教师专业阅读体系构建深化

研究》
孙贞锴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邹 亮 烟台市福山区尚德中学
梁 涛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邹 坤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黄大通 烟台市福山区崇文中学
013 《基于注意力理论的母子公司关系与

子公司创业行为研究》
王 宁 山东工商学院
014 《大数据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提升路径研究》
陈 飞 鲁东大学

015 《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知识隐藏的影
响机制研究》

杜恒波 山东工商学院
朱千林 同济大学
016 《“二孩”政策背景下知识女性的自我

职业生涯管理研究》
段 炜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017 《大学“形势与政策”课程功能探析》
高常营 烟台大学
018 《医疗微信文本的“合编辑”策略探

析》
王朝荣 滨州医学院
019 《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
夏令伟 鲁东大学
020 《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竞争的潜在风

险及制度规范研究：政府规制理论的视角》
徐 娟 鲁东大学
021 《论创客教师的知识基础》
闫志明 鲁东大学
孙承毅 鲁东大学
022 《上古汉语名源动词的句法分布及其

及物性》
袁健惠 烟台大学

二等奖（53项）

023 《民办高校青年教师培养机制及评价
标准研究》

唐立波 烟台南山学院
于 波 烟台南山学院
王 慧 烟台南山学院
郭 波 烟台南山学院
董素英 烟台南山学院
024 《商照仪表飞行理论教程》
陈 清 烟台南山学院
董晓燕 烟台南山学院
张晓晴 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
张 莉 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
吕智明 南山国际飞行有限公司
025 《新媒体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相

关研究》
程培伟 烟台科技学院
秦朝森 烟台科技学院
026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效

应的实证检验》
代金辉 山东工商学院
马树才 辽宁大学
027 《应急物流规划与调度研究》
李晓晖 烟台大学
028 《烟台毓璜顶医院的早期历史》
刘惠琴 鲁东大学
陈海涛 烟台市科学技术协会
郭 磊 鲁东大学
029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所有人责任研

究》
张 龙 烟台大学
赵改霞 烟台理工学院
曹险峰 吉林大学
张玉东 厦门大学
徐 冉 烟台大学
030《孔子儒家体育思想的核心内含及对

现代人文体育观的影响》
曹晓明 烟台南山学院
程卫波 山东体育学院
于洪涛 烟台南山学院
王 成 烟台南山学院
031 《二胎政策下山东省婴幼儿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陈 健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王宗婧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 媛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玉松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洪 卉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032 《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探析——以语言经济学为视角》
陈 鹏 滨州医学院
郑愿华 滨州医学院
韩跃勤 滨州医学院
黎 丽 滨州医学院
袁 琳 滨州医学院滨州医学院
033 《轻松学琴100课》
陈再峰 烟台大学
034 《异质性条件下农村电商对农户增收

实现机制研究——来自山东东营市的实证分析》
韩 杰 烟台科技学院
张益丰 南京林业大学
郑清兰 烟台科技学院
035 《高职院校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韩 英 烟台职业学院
张 平 烟台职业学院
刘克星 烟台职业学院
迟海涛 烟台职业学院
王雅静 烟台职业学院
036 《烟台市与青岛、济南、潍坊三市2020

年银行业保险业主要指标对比分析》
黄 波 烟台银保监分局
程乐明 烟台银保监分局
刘相兵 烟台银保监分局
潘兴坤 烟台银保监分局
任赛赛 烟台银保监分局
037 《烟台市乡村医生可持续发展策略研

究》
黄小敏 滨州医学院
038 《新媒体环境下青年亚文化现象的社

会心理学分析》
纪春磊 滨州医学院
张婷婷 滨州医学院
王丽萍 滨州医学院
039《立德树人视角下研究生思政教育工

作协同发展研究》
姜 岩 山东工商学院
张海燕 山东工商学院
040 《新媒体环境下的医学英语教学模式

改革研究》
姜彩霞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杜留成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于晓斌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刘红霞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张先辉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041 《医学类高职院校学生自我认知发展

与职业社会需求发展契合的研究》
姜宏斌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白 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孙晓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韩晓昌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董 雪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042 《机械图样识读与绘制》
李 娅 烟台南山学院
王凤良 烟台南山学院
郭春洁 烟台南山学院
姚丽娜 烟台南山学院
043 《作为老师，我们能给学生留下什么》
李云辉 海阳市教学研究室
刁伟波 海阳市教学研究室

于美娟 海阳核电装备制造园区中心小学
安瑞云 海阳核电装备制造园区中心小学
赵文清 海阳核电装备制造园区中心小学
044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山东省美丽乡

村建设创新研究》
李长亮 烟台南山学院
刘国强 烟台南山学院
柳 辉 烟台南山学院
朱长彦 烟台南山学院
张国梁 烟台南山学院
045 《成人半脱产教育“三优化与三段式”

教学模式研究》
梁 琛 烟台职业学院
046 《世界孔子庙研究》
林 丽 鲁东大学
李向华 鲁东大学
王为玲 鲁东大学
047 《经济增长与CO2排放倒U型关系的

实证研究》
刘 芳 山东工商学院
048 《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场域

与国家认同关系研究》
刘修志 烟台大学
049 《我国现阶段三位一体的民生体育发

展模式探讨》
吕永强 鲁东大学
高山桂 海军航空大学
050 《“宏观调控”英译辨析》
盛美娟 烟台大学
王 姗 北京外国语大学
05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阈下医学专

科生价值观测量与培育》
史 梅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焦迎娜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万金淼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白 冰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徐传庚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052 《德育课程一体化推进理论研究与实

践探索丛书》
徐建敏等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053 《“互联网+”下饲料企业信息化建设

路径》
宋红菊 烟台职业学院
054 《胶东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建设研究》
孙彩惠 鲁东大学
055 《大学生职业教育规划与心理健康教

育》
孙武令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056 《消费者非均匀偏好条件下高校项目

开发策略》
谭秀丽 烟台南山学院
吴英垲 北京林业大学
刘馨阳 东北大学
057 《沈阳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王 骏 烟台大学
李百浩 东南大学
058 《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中介服

务体系构建与实施策略研究》
王 荣 烟台南山学院
孙 伟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李 楠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刘 敏 烟台南山学院
于丽静 烟台南山学院
059《数字治理视角下县级政府治理现代

化的评估体系研究》
王 鑫 山东工商学院
于秀琴 山东工商学院

朱 婧 山东工商学院
060 《著作邻接权制度功能的历史探源于

现代构造》
王超政 烟台大学
061 《不同估值法下跨国并购目标公司估

值分析》
王厚明 烟台职业学院
孙春燕 烟台职业学院
062 《家长会主题活动设计》（小学初中高

中）
王松壮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慧珍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贺彩霞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063 《藏文基字定位实现方法与过程》
王文玲 鲁东大学
王双成 上海师范大学
064 《胶东革命纪念馆抓好党性教育的探

索与创新》
王湘越 胶东革命纪念馆
065 《实用伤寒论方证解析》
王醊恩 滨州医学院
066 《融合与重构：乡村小学的地方课程

整合式实施》
杨振亭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中心小学
067 《论高校图书馆心理育人隐性课程的

构建 》
袁红玉 烟台大学
068 《会计信息化条件下山东省省属高校

财务报表及表外披露框架规范研究》
张 莉 鲁东大学
鞠永生 鲁东大学
孙兰婷 鲁东大学
吴 凯 鲁东大学
069 《基于慕课的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
张 萍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070 《基于SIVA模型的公共图书馆文创

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张丽霞 滨州医学院
071 《四元课堂教学论》
张志强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姜春玲 莱州市实验小学
杨晓华 莱州市实验小学
陶玉萍 莱州市莱州中心小学
贺旭娣 莱州市教学研究室
072 《基于灰色预测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的公立医院收入分析与预测研究》
张中文 滨州医学院
王 玖 滨州医学院
罗文海 滨州医学院
韩春蕾 滨州医学院
孙红卫 滨州医学院
073 《康养旅游文化消费研究》
赵 慧 烟台南山学院
074 《疫情背景下大学英语在线教学过程

质量保障对策研究》
郑愿华 滨州医学院
黎 丽 滨州医学院
陈晓锐 滨州医学院
张 锋 滨州医学院
曹孟德 滨州医学院
075 《这些优美的旋律,铭记了一个国家

的努力》
周甜甜 烟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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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第三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获奖作品名录（公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刘尧）自8月开始，牟平区纪委监委开展“挂
图作战”攻坚行动，以坐标量化倒逼工作落地落
实，实现工作“质效”双提升。

该区纪委监委围绕全年8项重点工作画
“图”定责，科学构建“共性指标+个性指标”体
系，形成15个室部组76类110项重点任务，涵
盖300多个工作事项，通过绘制详细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让每一项重要任务指标可量可

考，并将任务细化到周、具体到人、定岗定责，确
保不漏项、无盲点。

“我们探索建立起了‘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责任室部-责任人’四级推动体系，由委主
要领导亲自指挥，班子成员牵头调度，室部组负
责人对照工作事项全力推进，具体工作人员完
成好各自任务，形成了齐头并进的工作合力。”
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跟踪问效，实行依“图”考责。区纪委监委

主要负责人定期主持召开周、月专题调度会，既
研究解决办法，又提出时限要求，力促任务按期
推进。建立全程督办机制，针对进度落后的承
办单位及时下发提醒单，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按
时完成，设置“攻坚三个月，决胜下半年”工作成
效推进榜，根据工作指标完成情况在推进榜张
贴红、黑旗，在工作进度快、质量高的室部组悬
挂“羚羊旗”，时刻激励先进、督促后进，营造在
比中干、在干中比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李维祥）今年以来，牟平区武宁街道积极拓
展廉政宣传教育载体，大力推进廉洁家风建设，
切实筑牢家庭反腐防线。

据悉，该街道纪工委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聚焦党纪法规和警示教育两个方面，开
展了“优良家风促廉洁清风”系列活动。深入辖
区内村居，走入党员家中开展廉政谈话，做实做
深廉洁家风教育工作，使党员干部能够常记亲
人之嘱，常惧法纪之威。

邀请党员干部家属为党员干部书写廉洁寄
语，借助家庭这一预防和遏制腐败的重要阵地，
营造浓厚的倡廉颂廉氛围，让党员干部在亲情
的感召和家人的嘱托下，增强廉洁自律意识。

借助微信、钉钉等新媒体资源，定期向机
关干部及家属推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
廉洁家风家规、在重要节日前发送廉政警示提
醒，剖析近年来家庭式腐败的案例，让机关干
部算好廉洁账，让干部家属当好廉洁守门员和
监督员。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吴晓燕）近日，牟平区纪委监委继续从关心
关爱干部细节入手，健全完善13项配套措施，
努力健全政治引领、能力提升、正向激励、身心
健康保障“四项机制”，切实把关心关爱干部工
作落实落细。

以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和典型示范带动为
中心，坚持好干部标准，既要把真干事、能干
事的干部甄别出来，也要把合适的干部放到
合适的岗位去，大力选树一批担当作为的先
进典型，切实增强干部的荣誉感、归属感、获

得感，真正让有为者有位、实干者实惠。健全
身心健康保障机制，化解后顾之忧。以缓解
工作压力和促进身心健康为主旨，健全完善
谈心谈话、定期家访、体检休假等制度，开设
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打造图书阅览室、党
员活动室、健身活动室等场所，举办书法比赛、
球类竞赛、亲子家庭日等文体活动，引导干部
丰富兴趣爱好，营造积极向上的“活力型”机关
氛围。

“一直以来，我们很注重纪检监察干部关
心关爱工作的开展。尤其是2020年以来，我

们连续两年推出了‘纪检监察全系统能力素
质提升年’‘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建设提升
年’活动，都将关心关爱工作贯穿始终。近两
年来，我们开展家访150余人次，各类谈心谈话
300余人次，增设了心理健康、中医养生专题
辅导课程，开办了‘党史诵读接力’、硬笔书法
比赛、篮球友谊赛等特色活动20余场。今后，
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加强干部关心关爱工作的
有力举措，真正做到思想上引导、工作上支持、
发展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孙凯丽）今年以来，牟平区高陵镇纪委以从
严整肃干部队伍作风工作为契机，从“严纪律、
抓整改、促提升”三方面入手，持续改进工作作
风，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召开集体廉政提醒谈话会议，要求全体机
关干部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和改进作风的各项规
定，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建立工作长效机
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上下班考勤、请销假等机关
内部管理制度。同时，充分发挥镇纪委和镇机
关支部的监督评价作用，建立纪律作风监督台

账，充分发挥作风示范效应。
定期召开专题会议，通过分组交流研讨等形

式，要求全体机关干部对照纪律作风建设有关要
求，深入进行自我剖析，认真查摆存在问题，并由
分管两委逐一点评，提出努力方向，明确整改目
标和时限。以纪律规矩为抓手，完善精准考核机
制，对基层党建、脱贫攻坚、信访维稳、疫情防
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明确任务书、时
间表和责任人，让作风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深化
发展的动力，确保实现作风建设、业务推进“两
不误、双促进”。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姜平）针对当前疫情多点散发的情况，近日，
牟平养马岛度假区纪工委下沉一线，对各村疫
情防控排查、值守以及网格化管理等工作的责
任落实情况进行了“拉网式”监督检查，切实筑
牢疫情防控纪律防线。

对村疫情防控带班负责人、值班值守人员
到位在岗情况进行督查，严查防控工作中的形
式主义问题，严肃工作纪律，落实防控责任。

对疫情防控宣传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重点检查各村疫情防控宣传标语是否张贴到

位，村村响广播是否开通到位，是否在群众微信
群内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宣传等问题。

对疫情防控排查工作进行督查，重点督查
各村对疫情风险地区来村、返村人员的排查、监
测工作，督促各村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工作要
求，确保疫情防控排查工作责任到位，做到不漏
一户、不漏一人。

通过此次督查，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各村
在疫情防控责任落实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度
假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纪
律保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宫文超）“请问你们这个停车场有多少车位？是对
公众开放的吗？停车是否收费？”近期，牟平区纪委
监委联合牟平区委巡察办，统筹从派驻纪检监察组
和巡察组等室部组抽调人员成立“巡驻联动”专项
督察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停车管理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推动相关部门强化行业管理，促进
体制机制完善和治理效能提升，严厉打击背后存在
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督察组利用一周时间，采取查阅政策文件、听
取部门报告、个别谈话了解等方式，对区公安分局、
发改局、住建局等10个部门在停车管理领域履职

情况进行调研摸底，实地走访了6家公安备案的收
费停车场，与负责人进行沟通交流。根据调研结
果梳理反馈4方面问题，以《调研情况专报》形式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呈报，提出意见建议。

督促自查自纠，完善体制机制。督促各镇
街对辖区内占用公共资源设立的停车场进行排
查摸底，厘清点位底数；督促发改、住建等部门，
针对公共停车场尤其是收费停车场在建设管理
运营方面的监管情况，积极对接上级部门，明确
制度标准，理顺职责分工，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建
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施，建立健全停车场管
理制度，落实常态长效机制。排查梳理线索，及

时督促办理。组织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纪
检监察室等室部组，对涉及停车管理领域500余
件信访举报件和问题线索进行“大起底”，经梳理
比对和分析研判后，将涉嫌违规违纪问题线索通
过信访室分办、交办相关纪检监察室和镇街纪
（工）委调查核实，依纪依规严肃处置。

下步，牟平区纪委监委将持续开展停车管
理领域监督检查，对发现的停车管理领域党员
干部腐败和作风等违规违纪问题依纪依法进行
处置，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强化抓好以
案促改促建促治，推动建章立制，明确长效目
标，规范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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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区高陵镇“以改促行”转作风提效能牟平区纪委监委开展“挂图作战”，力促工作落地落实

牟平区健全“四项机制”关心关爱纪检监察干部
牟平区武宁街道多措并举共树廉洁家风

养马岛度假区以有力监督推动疫情防控责任落实落细“巡驻联动”护航停车管理行业气正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