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省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拟立项项目公示名单

重大项目（8项）

序号 项目名称 类别 学科领域 负责人 责任单位
资助经费
（万元）

1 加快推进云南核桃产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研
究

重大项目 经济 代佳和 云南农业大学社科联 10

2 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机制研究 重大项目
政治、党的

建设
梁子卿 云南师范大学社科联 10

3 在滇世界遗产保护与综合价值发挥研究 重大项目 文化 代沁伶 西南林业大学社科联 10

4
云南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
略有效衔接的对策研究

重大项目 社会 冯朝睿 昆明理工大学社科联 10

5 云南省医防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重大项目 社会 周佳 昆明医科大学社科联 10

6
疫情常态化下在南亚东南亚发展的云南企业风
险预警与防范机制研究

重大项目 社会 刘爱娇 云南警官学院社科联 10

7 新冠疫情下筑牢云南边境安全稳定屏障研究 重大项目 社会 涂华忠 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 10

8
中老铁路沿线（境内段）园区物流功能调查研
究报告

重大项目 社会 刘杰 云南省国际贸易学会 10

重点项目（12项）
9 云南省数字经济与万亿级支柱产业融合发展研

究
重点项目 经济 张震鸿 昆明市社科联 5

10 云南“古村旅游管家”模式设计与实践 重点项目 经济 王卫东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社科联 5

11
云南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机遇、优势及思路对策
研究

重点项目 经济 赖于民 云南省特色产业促进会 5

1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边疆民族地区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重点项目
政治、党的

建设
王新红 云南大学社科联 5

13
大滇西旅游环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对
策研究

重点项目 文化 王建才 楚雄师范学院社科联 5

14
人力资本价值视角下云南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重点项目 社会 李亚玲 云南大学社科联 5

15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点项目 社会 徐洪振 昆明理工大学社科联 5

16 “健康云南”康养法治建设研究 重点项目 社会 李铭 昆明医科大学社科联 5
17 云南少数民族全面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重点项目 社会 郑玲玲 云南民族大学社科联 5
18 运用数字化助力云南高效能社会治理策略研究 重点项目 社会 蒋茂霞 云南省南亚学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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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成效、
问题与对策研究

重点项目 社会 林延明 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 5

20 云南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开发对策研究 重点项目 生态文明 唐小艳 德宏州社科联 5

一般项目（18项）
21 推进云南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经济 李新武 云南民族大学社科联 3

22 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推进云南农业
现代化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经济 程静 云南农业大学社科联 3

2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机理与实践研究

一般项目 经济 张晶 云南财经大学社科联 3

24
现代企业训练新模式助推云南中小型民营企业
职业成长研究

一般项目 经济 宋火根 云南省市场学会 3

25 高黎贡山地区产业安全发展研究 一般项目 经济 曹洪华 云南省决策咨询研究促进
会

3

26
建立云南省以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税
制度的操作层面的研究

一般项目 经济 王玲 大理大学社科联 3

27
城乡基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研
究

一般项目
政治、党的

建设
李怡婷 曲靖市社科联 3

28 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一般项目 文化 张妮娜 昆明学院社科联 3

29 楚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文化 邹志琼 楚雄州社科联 3

30 普洱茶品牌生态的协同共创机制研究 一般项目 生态文明 陶骏 云南大学社科联 3

31 数字化背景下推进云南高效能社会治理策略研
究

一般项目 社会 邹伟 云南师范大学社科联 3

32
推进梁河县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对
策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 何国英 云南师范大学社科联 3

33 云南深度参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对策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 林敏 云南民族大学社科联 3

34 双循环背景下滇中城市群人口集聚动力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 章林 玉溪师范学院社科联 3

35
缅甸政局变动后我省参与中缅经济走廊的对策
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 崔昊 保山高校社科联 3

36
缅甸政局变化对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影响
及对策建议

一般项目 社会 金诚 昆明市社科联 3

37
新时期云南“技能型产业工人”培养模式构建与
实施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 单文周 玉溪市社科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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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乡村振兴背景下云南省农村教育扶贫面临困境
及其解决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社会 仵云霞 云南省社会心理学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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