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市委党校2017年度科研成果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发表报刊 刊号 发表时间 备注

2017001 刘洪炯
让共享单车成为汕头创

文助推器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4.6

2017002 刘正祥
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思
想 伟大的目标 伟大的

征程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11.14

2017003 刘正祥
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思
想 伟大的目标 伟大的

征程

汕头信息（专报
379）

2017.10.20

2017004 刘正祥
新时期公务员职业道德

建设
2017.9

2017005 陈晓东
推进汕头三大平台协调
发展 建设优进优出示

范城市

汕头市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领导小

组办公室
2017.12.20

厅局级 
课题     

2017006 任玉军
抓住重要批示机遇 推
动汕头全面振兴发展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5.31

2017007 任玉军
新时期公务员职业道德

建设（第二讲）
2017.9 内部教材

2017008 任玉军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须要

严、实、准、新
求知

ISSN1001-
8239

2017.3 

2017009 王红
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的对策思考
黑龙江省社会主

义学院学报
ISSN1671-

1262
2017.2

2017010 杨玉民
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推进汕头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5.23

2017011 杨玉民
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发
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中共银川市委党
校学报

CN64-1044/D 2017.6

2017012 杨玉民
国外养老保险制度经验
及其对汕头养老保险制

度的借鉴
2017.9

2017013 杨玉民
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进广东新一轮发展

2017.12

2017014 梁胜初
新时期公务员职业道德

建设（第一讲）
汕头市行政学院 2017.9 内部教材

2017015 梁胜初
推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

制度建设研究
广东省社会主义

学院
2017.12

厅局级课
题

2017016 林世伟
治理生活垃圾 建设美

丽汕头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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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7 林世伟
弘扬“红头船精神”，
加强汕头作风建设

2017.11 三等奖

2017018 林丹华
新时代新使命新理论新

方略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12.14

2017019 林丹华
新时代新使命新理论新

方略
汕头信息（专报

379）
2017.10.20 多种用途

2017020 林丹华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书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

章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8.22

2017021 林丹华
弘扬红头船精神，推进
汕头全面振兴发展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8.24

2017022 林丹华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沉
读书交流研讨会 2017.11.7 二等奖

2017023 林丹华
全面把握十九大最重大

贡献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12.12

2017024 林映萍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潮

汕文化创新发展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11.30

2017025 田慧武
坚持和创新党的组织生

活制度
广东省委党校 课题

2017026 田慧武
完善市县乡党建工作“
三级联述联评联考”制

度研究

汕头市委组织部 2017.5 一等奖

2017027 田慧武
十八大以来党的制度建
设和纪律建设和纪律建
设成就与经验研究（中

汕头市委组织部 二等奖

2017028 田慧武
新时代党的建设全新布

局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11.7

2017029 田慧武
新时代党的建设全新布

局
汕头信息（专报

379）
2017.10.20 多种用途

2017030 田慧武
将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向

基层延伸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9.19

2017031 赵冰瑶 
以人民为中心 躬身实

践创新局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9.5

2017032
赵冰瑶张 

纬
开放扩容：打造大汕头

湾区新格局
商情

ISSN 1673-
4041

2017.9

2017033
赵冰瑶张 

纬
汕头与厦门城市定位与
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市场周刊
ISSN1008-

4428
2017.3.10

2017034
张 纬赵
冰瑶

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长白山日报 CN22-0048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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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5
张 纬赵
冰瑶

创建新时代社会治理新
格局

长白山日报 CN22-0048 2017.12.19

2017036 张玮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创新的做法与经验研

究
汕头市委组织部 2017.5 一等奖

2017037 郑良泽
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推动汕头全面

振兴发展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5.18

2017038 郑良泽
践行开放发展新理念 

推动汕头全面振兴发展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6.6

2017039 郑良泽
践行开放发展理念推动
汕头全面振兴发展研究

汕头市社科联 2017.3 课题

2017040 郑良泽 大汕头湾区建设研究 广东省委党校 2017.4 课题

2017041 郑良泽
推进汕头城乡协调发展 
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7.13

2017042 郑良泽
“红头船精神”内涵探

讨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11.1

2017043 郑良泽
借鉴一流经验 打造大

汕头湾区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11.2

2017044 郑良泽
坚定不移推进汕头生态

文明建设
汕头特区晚报 CN44-0145 2017.8.10

2017045 郑良泽
如期建成得到人民认可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全面

小康社会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10.10

2017046 郑良泽
创新驱动促进汕头经济

转型升级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12.26

2017047

郑良泽林
世伟杨玉
民石晓梅
邹仰松

汕头产业转型升级的路
径及对策研究——基于
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2017.7.6
厅局级 
课题     

2017048 朱  玲 
新形势下用好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武器
汕头日报 CN44-0060 2017.6.13

2017049 朱  玲 
加速推进汕头市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研究
汕头市社科联 CN44-0060 2017.1 课题

2017050 朱  玲 
信息技术与制度创新视
角下提升地方政府效能

的研究

广东省委党校 CN44-0060 课题

2017051 邹仰松 地方立法后评估刍议 法治与经济 CN45-1188/D 2017.4

2017052 邹仰松
地方立法中的立法技术

问题探析
中共银川市委党

校学报
CN64-1044/D 2017.4

2017053 邹仰松 地方立法科学化刍议 社科纵横 CN62-1110/C 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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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4 邹仰松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

件探析
中共济南市委党

校学报
CN37-1396/C 2017.2

2017055 邹仰松
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法治

化展望
辽宁公安司法管
理干部学院学报

CN21-1424/D 2017.3

2017056 郑梦婕
将“非遗”植入小公园
开埠区保育活化的建议

2017.4 课题

2017057 郑梦婕
关于建设中以（汕头）
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几点

思考
2017.2 课题

2017058 郑梦婕
中以（汕头）科技创新

合作区建设研究
广东经济

ISSN1005-
0795

2017.11

2017059 郑梦婕
“非遗”植入历史街区

焕发新的活力
南方日报 CN44-0001 2017.9.16 多种用途

2017060 郑梦婕
实施互联网扶贫 助力

新农村建设
工作信息 2017.7.21 市级内参

2017061 郑梦婕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打
造大汕头湾区城市的机
遇挑战与对策建议

参阅件（18） 2017.10.23 市级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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