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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怀社评〔2020〕3 号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怀化市应用对策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市社

科评审办按程序组织了评审工作，经报请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评审委员会领导审定，共确立 2020 年度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

果评审委员会课题 169 项，其中：重大课题 5 项，每项资助经费

2 万元；委托重大课题 7 项，每项资助经费 1 万元（委托重大课

题单位配套经费按照重大课题标准实行）；重点课题 13 项，每项

资助经费 1 万元；一般课题 144 项，经费自筹。现将立项目录下

达，希望各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严格按照怀化市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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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管理的有关规定，扎实工作，开拓创新，

按时高质量完成研究任务。

课题所在单位要切实抓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并对立项课题给

予经费配套。

附件：2020年度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立项目录

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2020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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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怀化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立项目录

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ZDA01 张春松 中共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 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研究 重大

HSP2020ZDA02 张 松 怀化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关于加快怀化市总部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重大

HSP2020ZDA03 尹双云 怀化市委农办、农业农村局 关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对策研究 重大

HSP2020ZDA04 刘美祖 中共怀化市委办公室
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怀化建设中医药“西南明珠”可行性和

实现路径研究
重大

HSP2020ZDA05 贺 巍 中共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 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怀化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重大

HSP2020ZDB01 刘克立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决胜未来的战略构想：“西南明珠”建设研究 委托重大

HSP2020ZDB02 巫培云 民盟怀化市委 民盟精神之沉淀与传承——基于涂西畴的个案研究 委托重大

HSP2020ZDB03 彭平安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加快怀化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对策研究 委托重大

HSP2020ZDB04 胡佳武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建设“西南明珠”对策—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上枢纽节点的物流平

台建设为例
委托重大

HSP2020ZDB05 张玉铁 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 关于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中如何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的对策思考 委托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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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ZDB06 周 明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规民约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的探索 委托重大

HSP2020ZDB07 姜耀文 中共中方县委员会
疫情防控实践对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启示对

策研究
委托重大

HSP2020ZDC01 张中伟 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 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怀化段必要性可行性及实践路径研究 重点

HSP2020ZDC02 杨庚梅 怀化学院 关于结合乡规民约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 重点

HSP2020ZDC03 谢钟芸 怀化学院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怀化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重点

HSP2020ZDC04 张有平 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 农村团寨文化服务提升机制效能的对策研究 重点

HSP2020ZDC05 肖 何 中共怀化市直机关工委 “三表率一模范”机关建设研究 重点

HSP2020ZDC06 曾文鸿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怀化疫情防控实践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 重点

HSP2020ZDC07 田光辉 怀化学院 怀化建设“西南明珠”对策研究 重点

HSP2020ZDC08 王身祥 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重点

HSP2020ZDC09 刘长松 怀化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关于加快怀化城市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重点

HSP2020ZDC10 田玉梅 湖南医药学院 “西南明珠”战略下怀化建设中医药特色文化对策研究 重点

HSP2020ZDC11 杨子潞 湖南医药学院 “大健康观”视域下怀化市健康产业转型优化路径研究 重点

HSP2020ZDC12 石旭凯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地区侗寨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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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ZDC13 廖益民 中共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 新形势下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优势和短板分析 重点

HSP2020YB01 李成实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关于怀化主动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02 邓 飞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03 宋 锋 中共怀化市委办公室 怀化市发展总部经济的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04 陈志强 中共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 关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对策思考 一般

HSP2020YB05 米军霞 中共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加快怀化经济发展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06 全开仕 中共怀化市委政策研究室
关于怀化疫情防控实践对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

益启示
一般

HSP2020YB07 黄泽海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出场逻辑、耦合机理与共生路径 一般

HSP2020YB08 刘小兰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 一般

HSP2020YB09 张 卓 湖南医药学院 地方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 张智忠 怀化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结合乡规民约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 姚 斌 新晃县委党校 舞水走廊文化遗产价值研究 一般

HSP2020YB12 田方东 溆浦县委党校 关于推进溆浦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 唐莉萍 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 “深挖潜力 开拓增量”——怀化市城市影院发展情况分析和对策研究 一般



- 6 -

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YB14 蒲士根 怀化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关于怀化市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5 曾庆美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推动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制研究——以建设模范机关为视角 一般

HSP2020YB16 郑 洪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怀化模式”实践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17 张 显 怀化学院 基于“互联网+”的民族特色村镇建设助推武陵山片区乡村振兴研究 一般

HSP2020YB18 徐习景 怀化学院 “新基建”浪潮下“数字基建”推动怀化市产业转型升级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19 杨丰齐 怀化学院 “文旅融合”背景下怀化市特色文化生态资源创意转化体系构建研究 一般

HSP2020YB20 向 玥 怀化学院 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法律保护研究 一般

HSP2020YB21 陈朝霞 怀化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在处理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及实效性研究 一般

HSP2020YB22 周礼平 怀化学院 沅水流域少数民族黑陶产品创意设计开发研究 一般

HSP2020YB23 伍 欣 怀化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通道侗锦织造技艺数字化采集与传播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24 李柏山 怀化学院 怀化乡村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25 刘克兵 怀化学院 怀化市和平文化旅游开发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研究 一般

HSP2020YB26 陈湘红 怀化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引导机制构建研究 一般

HSP2020YB27 沈华恒 怀化学院 基于生态恢复学的矿山废弃地景观再生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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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YB28 余凌云 怀化学院 怀化地区健康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一般

HSP2020YB29 张丽霞 湖南医药学院 怀化偏远农村生活垃圾面源污染现状及农户认知和响应研究 一般

HSP2020YB30 邓凤瑶 湖南医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临终关怀教育研究 一般

HSP2020YB31 丁 密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问题研究 一般

HSP2020YB32 高 文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高校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33 胡 炜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武陵山片区创新驱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一般

HSP2020YB34 李亚玲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一般

HSP2020YB35 刘元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热点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36 罗毅华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怀化高校在线教学问题与对策的实践研究 一般

HSP2020YB37 张 颖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下在线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怀化市职业教育

线上教学实践为例
一般

HSP2020YB38 李润建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教育信息化2.0时代农村公费师范生科学素养的培养研究 一般

HSP2020YB39 田庆华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加快怀化市公办幼儿园建设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40 姜卫红 怀化市贸促会 特色园区与怀化高新区中医药特色产业基地发展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41 金 伟 中方县委办公室 关于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对策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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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YB42 刘晓红 中方县委党校
求真务实、创新思路、精准施策---积极推进红色物业加强社区居民小

区治理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43 吴婷婷 中方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乡规民约建设研究——以中方县为例 一般

HSP2020YB44 杨学华 中方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战略下特困农户危房改造技术经济分析 一般

HSP2020YB45 郑伟伟 中方县委党校 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怀化市为例 一般

HSP2020YB46 李卫林 中共麻阳县委 关于结合乡规民约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47 邓若男 溆浦县委党校 溆浦县“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一般

HSP2020YB48 涂德胜 辰溪县社科联 辰溪大酉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研究 一般

HSP2020YB49 郭 文 中共怀化市委纪委、监委 纪检监察一体化“四联”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一般

HSP2020YB50 黄明泽 中共怀化市委纪委、监委 政治生态会商研判制度的探索与思考 一般

HSP2020YB51 邓博文 怀化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关于怀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52 潘仕江 怀化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研究 一般

HSP2020YB53 向晏民 怀化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关于军民融合产业园创建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54 韩 旭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 发扬侗款传统大力推进侗族地区协商民主建设 一般

HSP2020YB55 贾鹏举 怀化学院 公共危机事件中网络舆论的信任机制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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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YB56 叶 漪 怀化学院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57 宋曙光 怀化学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提升研究 一般

HSP2020YB58 谷建华 怀化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怀化市空心村治理实证研究 一般

HSP2020YB59 杨 慧 怀化学院
跨文化视域下地方特色饮食文化外宣翻译策略研究---以湘西旅游片

区为例
一般

HSP2020YB60 丰 涛 怀化学院 湘西侗族节日民俗翻译研究 一般

HSP2020YB61 向要立 怀化学院 武陵山片区苗族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研究 一般

HSP2020YB62 胡小军 怀化学院 乡村振兴视野下怀化侗族地区旅游演艺产品创作研究 一般

HSP2020YB63 姚敦红 怀化学院 基于多维教育大数据的课程授课教师智能化精准推荐实验研究 一般

HSP2020YB64 左森方 怀化学院 怀化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一般

HSP2020YB65 李洋阔 怀化学院 怀化市商业银行风险新特征及银行监管可视化研究 一般

HSP2020YB66 孙 娟 怀化学院 怀化市新能源公交车环保与经济效益研究 一般

HSP2020YB67 黄 诚 怀化学院 湘西红色文化育人的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68 文 斌 怀化学院 抗疫精神融入新时代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69 金卫婷 怀化学院 怀化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资料抢救整理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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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主持人 申报单位 课 题 名 称 项目类别

HSP2020YB70 蒋晓红 怀化学院 基于怀化地区典型特征分析的侗族传统建筑装饰特色延续研究 一般

HSP2020YB71 魏 璋 怀化学院 新型文化业态视域下沅水流域民间文化跨界融合发展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72 张家国 怀化学院 文学视野下严如熤的经世思想研究 一般

HSP2020YB73 雷 霖 怀化学院
清末民初沅水上游多神宗教信仰与商业开发及民族融合互动关系研

究——以怀化市洪江区为例
一般

HSP2020YB74 皮建辉 怀化学院 乡村振兴视域下怀化传统村落生态文化的传承应用研究 一般

HSP2020YB75 彭 黎 怀化学院
乡村振兴视角下怀化地区传统村落特色建筑景观数字化保护及其文

化元素研究
一般

HSP2020YB76 邱前英 怀化学院 基于景观叙事的怀化地区红色旅游景区景观品质提升策略研究 一般

HSP2020YB77 朱 静 怀化学院 怀化地区传统宗祠建筑装饰艺术保护及传承研究 一般

HSP2020YB78 谢小菲 怀化学院 怀化山地传统民居产业化改造利用方法研究 一般

HSP2020YB79 刘志根 怀化学院 基于 GIS 的怀化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布局与“两区”划定研究 一般

HSP2020YB80 杨 蓉 怀化学院 基于触媒理论的怀化市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研究 一般

HSP2020YB81 胡昌军 湖南医药学院 健康中国战略下湘西地区农民工职业健康现况及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82 杨 琼 湖南医药学院 仁术文化构建怀化医学生职业核心素养教育的探索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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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2020YB83 吴媛媛 湖南医药学院 医患关系视域下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培育研究 一般

HSP2020YB84 尹 丽 湖南医药学院 新时代00后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问题及透视研究 一般

HSP2020YB85 尹 慧 湖南医药学院 新时代美育背景下公共艺术教育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86 易佩文 湖南医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对怀化市餐饮行业影响评估及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87 杨 芳 湖南医药学院 阅读疗法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研究 一般

HSP2020YB88 佘 杨 湖南医药学院 医学生助力缓解紧张医患关系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89 余淑嫒 湖南医药学院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研究 一般

HSP2020YB90 许尔善 湖南医药学院 新冠病毒疫情下怀化市区居民卫生行为现状及形成机制分析 一般

HSP2020YB91 曾飞元 湖南医药学院 健康中国背景下怀化市老年人医养结合养老需求情况与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92 王初华 湖南医药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政治素养培育研究 一般

HSP2020YB93 宋 薇 湖南医药学院 留守认知评价在怀化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中的作用研究 一般

HSP2020YB94 丁梦玲 湖南医药学院 城镇化进程中怀化地区乡规民约促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一般

HSP2020YB95 陈幸如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新冠肺炎疫情对怀化市应用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的影响研究 一般

HSP2020YB96 李 奇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积极推进红色物业、加强居民小区治理的对策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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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2020YB97 李晓丹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以博物馆为媒介构建怀化“西南明珠”城市文化形象研究 一般

HSP2020YB98 梁 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地域文化融入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99 刘淑君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下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0 刘新贵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西南明珠”视域下职业人才培养对接“数字乡村”建设需求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1 孙 琴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怀化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策略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2 覃婷婷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市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3 谢红英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以区域发展为导向的物流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4 杨 磊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精准对接本地产业园区服务地方经济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5 于焕军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怀化傩面具艺术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6 余康凌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怀化深化基层党建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7 夏 莹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怀化市社区教育居民参与问题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8 周一兵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社区教育的生态文明建设功能及其实现策略研究 一般

HSP2020YB109 周 文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社区教育视域下推进怀化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0 余盛美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以怀化市农村社区

教育为例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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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2020YB111 何湘梅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以产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2 张 艳 怀化市妇幼保健院 “互联网+医疗健康”背景下的慢性病管理路径与模式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3 向付和 中方县纪委监委 新形势下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健全内控机制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4 杨世勋 中共麻阳县委宣传部 创新文明实践模式推进城乡文明素养整体提升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5 黄民品 麻阳县委党校 关于结合乡规民约建设促进乡村治理的对策研究—以麻阳县为例 一般

HSP2020YB116 张 强 麻阳县委党校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现代化对策思考——以麻阳县龙升社区为例 一般

HSP2020YB117 周 燕 麻阳县委党校 中共麻阳县特别支部的历史地位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8 廖园熙 麻阳县人民政府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19 吴 晖 洪江区工委党校 洪江区疫情防控实践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一般

HSP2020YB120 刘朝辉 洪江区工委党校 推动机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研究——以县级党校为例 一般

HSP2020YB121 唐喜玲 洪江区工委党校 新媒体时代地方政府有效应对舆情热点对策研究——以洪江区为例 一般

HSP2020YB122 张舍予诺 溆浦县委党校 关于溆浦县村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一般

HSP2020YB123 杨唐玲 芷江县委党校 怀化地区长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24 宋维红 芷江县委党校
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关于芷

江县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与思考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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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2020YB125 梅 宇 芷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县级突发公共应急事件应对及应急体系建设的探索思考 一般

HSP2020YB126 陈佳钰 洪江市委党校 洪江市乡村文化振兴研究 一般

HSP2020YB127 胡继承 洪江市委党校 黔阳古城区域经济模式探究 一般

HSP2020YB128 刘燕洪 洪江市委党校 推进洪江市两新党建工作的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29 朱明霞 洪江市委党校 洪江市稻作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0 龚 政 靖州县委党校 靖州苗汉双语教学基地建设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1 张军玲 靖州县委党校 推动湘西地区茶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2 向泽恩 靖州县委党校 推进红色物业加强靖州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3 李写君 靖州县委党校 新农村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与思考——以靖州为例 一般

HSP2020YB134 钟 欢 靖州县委党校 新形势下村规民约建设的探索——以靖州县为例 一般

HSP2020YB135 熊 平 怀化市档案馆 怀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挖掘、收集与整理标准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6 米 薇 湖南医药学院 二孩产妇产后抑郁症现状与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7 张英俊 湖南医药学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临床一线医学影像医务人员的心理影响及干预

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38 向 萌 湖南医药学院 全过程全周期背景下怀化市孕产妇健身发展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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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2020YB139 刘艳辉 湖南医药学院 怀化市少数民族妇女孕期体重增长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一般

HSP2020YB140 李 慧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怀化职业院校教师在线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一般

HSP2020YB141 舒爱平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及路径研究 一般

HSP2020YB142 杨 飚 芷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芷江县工业园区建设与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般

HSP2020YB143 王海刚 湖南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下怀化乡村阅读发展研究 一般

HSP2020YB144 银 波 湖南地图出版社 县级融媒体发展策略研究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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