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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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各市、县（市、区）民政局，各有关单位，各课题负责人： 

2018 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申报工作自 1

月启动以来，全省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民政系统及有关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积极响应，共申报课题 307 项。经专家评审，

确定“智慧城市背景下浙江省养老服务供给新模式研究”等 48 项

为 2018 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经费资助课题，“社会工作

社会认同度提升研究——以嘉兴市为案例”等 71 项为经费自筹

课题（详细名单见附件 1）。为做好课题管理和服务工作，现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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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各课题负责人根据实际批准的课题经费重新调整经费

预算支出项目等内容，并将修改后的《课题申报表》电子版于 6

月 15 日前发送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电子邮箱。 

2、请各课题负责人在收到立项通知后，认真阅读并填写《浙

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协议书》（见附件 2）一式三份，

加盖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公章后，于 6 月 24 日前寄送至浙江省

民政研究中心。逾期未签协议者，视为放弃该课题立项。 

3、为便于课题联络和加强服务工作，请各课题负责人、联

系人核实确认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并请及时加入“浙江省民政

规划课题”QQ群（号码：410083955）。 

4、2018 年度规划课题要求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并提

交研究成果。经费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原则上不少于 10000 字。 

请各课题负责人按照课题研究计划和《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

研究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的要求，抓紧组织开展研究工作，确保

按时高质完成课题研究任务。 

联系单位：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杭州市保俶路 32 号 

邮政编码：310007 

电子邮箱：zrcca@vip.163.com 

联 系 人：戴晓青 

联系电话：0571—8705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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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18 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立项

名单 

2、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协议书 

 

 

浙江省民政厅 

2018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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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年度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 

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一、经费资助课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JF201801 
智慧城市背景下浙江省养老服务供给

新模式研究 
卢江 浙江大学 

ZMJF201802 新时代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完善研究 董红亚 浙江外国语学院 

ZMJF201803 
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机制

研究 
王萍 浙江工业大学 

ZMJF201804 
养老服务中政府、市场、家庭责任共担

机制优化研究 
屈群苹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ZMJF201805 
浙江省烈士纪念设施功能发挥现状分

析及军人公墓发展研究 
叶修文 温州大学 

ZMJF201806 
浙江省公益性社会组织成长调查与能

力建设研究 
疏礼兵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 

ZMJF201807 
2018-2019 浙江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评估

与分析 
袁彦鹏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 

ZMJF201808 
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作用

发挥研究 
王学梦 

杭州市上城区紫薇

原点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ZMJF201809 
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新乡贤组织参与研

究——基于浙江省八个村庄的调查 
姜亦炜 湖州师范学院 

ZMJF201810 
基于“微公益”背景下废旧服装循环利

用模式创新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章依凌 嘉兴学院 

ZMJF201811 
失能失智老人照顾的家庭、市场、政府

职责及其关系研究 
泮昱钦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ZMJF201812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瓶颈与多维培育机

制研究——基于浙江省宁波市 ZH 区的

案例 

马洪波 

宁波市之江社会工

作服务评估与研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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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JF201813 
乡村振兴战略下浙江“三治合一”的乡

村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陈和 温州大学 

ZMJF201814 
贫困衡量视阈下贫困山区精准社会救

助路径研究 
刘益曦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ZMJF201815 
临时救助中构建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研

究 
康莉莹 浙江财经大学 

ZMJF201816 
社会工作视角下社区自治组织发挥作

用和培育机制研究 
赵琼 浙江财经大学 

ZMJF201817 
“互联网+慈善”模式对慈善行为影响

的实证研究 
张朦薇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ZMJF201818 
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家族动因与扶贫

效应研究 
朱建安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ZMJF201819 
浙江省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现状及发展

规划研究 
费玉莲 浙江工商大学 

ZMJF201820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身份甄别机制的构

建研究 
何晓柯 浙江工业大学 

ZMJF201821 
浙江省婚姻家庭辅导工作现状及前景

研究 
谢需 浙江警察学院 

ZMJF201822 

浙江民政工作“最多跑一次”改革效应评

估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视

角 

童素娟 浙江科技学院 

ZMJF201823 
新形势下农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转

型研究 
扈映 浙江理工大学 

ZMJF201824 浙江省社会组织孵化培育绩效研究 聂玉梅 浙江理工大学 

ZMJF201825 
社会工作社会认同度的测量与提升策

略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周照东 浙江理工大学 

ZMJF201826 
乡村振兴下农村社区生态宜居发展研

究 
王美燕 浙江农林大学 

ZMJF201827 
《志愿服务条例》背景下志愿服务制度

化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王雁 浙江省团校 

ZMJF201828 
杭州鲍大妈聊天室“抱团互助型” 精

神养老创新研究 
周广庆 浙江树人大学 

ZMJF201829 
《慈善法》背景下我国网络公益众筹的

法律困境及解决对策 
姚菊芬 浙江万里学院 

ZMJF201830 
失能老人家庭照顾者积极照顾体验及

应对方式研究 
王俊杰 浙江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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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JF201831 
人口倒挂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转

型研究 
郎晓波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 

ZMJF201832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浙江农村社区治理

模式研究 
董敬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ZMJF201833 养老机构老年专科护士培养路径研究 洪少华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

学院 

ZMJF201834 

城市社区业主代表大会和业委会党组

织培育和作用发挥研究——以宁波市

为例 

胡志伟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ZMJF201835 
浙江志愿服务制度化发展的实践探索

与推进策略 
杨晓伟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ZMJF201836 
基于GIS的浙江地名文化景观分布特征

及保护对策研究 
胡雪瑾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JF201837 
地方政府提升社会工作社会认同度的

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贺翔 宁波大学 

ZMJF201838 
地方政府促进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对

策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 
唐果 宁波大学 

ZMJF201839 
浙江省农村社区协商民主治理模式研

究 
孙仕龙 绍兴文理学院 

ZMJF201840 养老机构“民办公助”发展机制研究 吴思孝 温州城市大学 

ZMJF201841 “互联网+”背景下慈善事业发展研究 姚秀芬 浙江财经大学 

ZMJF201842 
社交媒体视域下公益慈善活动传播的

社会影响研究 
张咏梅 浙江传媒学院 

ZMJF201843 
生态系统视角下县域禁毒社会工作开

展状况研究 
严霄云 浙江工商大学 

ZMJF201844 
方志舆图的数字化应用与浙江地名文

化遗产保护研究 
韩翔 浙江海洋大学 

ZMJF201845 
商业保险参与浙江省巨灾保险体系建

设的研究 
吴军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JF201846 
农村独居老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研究——以浙江省 D 村为例 
周赞 浙江师范大学 

ZMJF201847 浙江省养老设施布局的时空分异研究 周圆圆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

学院 

ZMJF201848 
浙江省公众参与“互联网+慈善”的影响

因素及对策研究 
陈金龙 浙江万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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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费自筹课题 

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801 
社会工作社会认同度提升研究——以嘉

兴市为案例 
沈建良 嘉兴市民政局 

ZMZC201802 
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

研究 
郑启忠 嘉兴市民政局 

ZMZC201803 “三社联动”机制发展研究 顾成庆 嘉兴市民政局 

ZMZC201804 社会组织党组织实质作用发挥路径研究 周建华 嘉兴市民政局 

ZMZC201805 
互联网时代民政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

新研究——以龙游“村情通”为例 
徐延山 衢州市民政局 

ZMZC201806 
地名文化在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中的作用

研究——以衢州市为例 
严晋 衢州市民政局 

ZMZC201807 丽水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长效运营研究 叶水源 丽水市民政局 

ZMZC201808 
建设丽水市社会救助帮扶一体化服务平

台的路径研究 
蓝小明 丽水市民政局 

ZMZC201809 

专业社会力量承接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研

究——以丽水市区政府购买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项目为例 

蒋仲胜 丽水市民政局 

ZMZC201810 
拱墅区探索“三组联动”结合公益创投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吴永军 

杭州市拱墅区民政

局 

ZMZC201811 
社会组织党组织统筹发展资源的作用路

径研究 
宋文夫 

宁波市海曙区民政

局 

ZMZC201812 

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作用发

挥研究：以宁波市北仑区枢纽型社会组

织为切入点 

周凌 
宁波市北仑区民政

局 

ZMZC201813 瑞安地名文化探索 涂小平 瑞安市民政局 

ZMZC201814 德清县特色志愿服务模式研究 施敏娴 德清县民政局 

ZMZC201815 
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实质作用发挥路径研

究 
殷满林 长兴县民政局 

ZMZC201816 浙江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邹国宁 龙游县民政局 

ZMZC201817 
社会组织党组织作用发挥路径调查与研

究 
余仙青 遂昌县民政局 

ZMZC201818 
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地名文化保护研究

——以杭州武林街道为例 
林航 杭州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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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819 
从资源依赖到自主治理：乡村振兴战略

下农村慈善组织培育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沈费伟 杭州师范大学 

ZMZC201820 “新媒体+慈善”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 宋倩茜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

学院 

ZMZC201821 
智慧医疗背景下居家型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范敏华 

杭州市江干区凯旋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ZMZC201822 
吴蜀文化差异及其对三峡移民融入发展

之影响研究 
陈华 杭州医学院 

ZMZC201823 互联网慈善公信力研究 卢素丽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2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 周晓斌 
乐清市社会治理研

究中心 

ZMZC201825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责任定

位与协同供给机制研究——以宁波江北

区为例 

左显兰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26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构建适老化社交媒体

的创新研究 
金晓曾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27 
老龄群体社会融入的数字化参与障碍与

对策研究 
黎科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28 
共享理念视角下失独家庭共享社区养老

服务模式研究 
滕秋玲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29 
双亲失陪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

策略研究 
王显金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30 
基于省情的特色小镇基层民政工作创新

研究 
熊兢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31 
城市婚姻家庭服务的现实需求与发展对

策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冶治玲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32 
深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研究——以慈溪

“日间照料”模式为例 
郑果 宁波大红鹰学院 

ZMZC201833 
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中供给主体间的职

责与关系研究 
谢林吟 宁波大学 

ZMZC201834 
基于诺尔斯成人教育理论的养老机构护

理人员安宁疗护认知干预研究 
冯小君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35 
基于居家养老模式的浙江省失能老人适

老化改造需求的研究 
李来酉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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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836 
供给侧视域下的机构养老灵性照护研究

——以宁波为例 
刘桂娟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37 
养老服务政策效果评价与政策目标实现

——以衢州市为例 
周琛 衢州学院 

ZMZC201838 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若干问题研究  陈亚东 绍兴文理学院 

ZMZC201839 
文化自信视域下绍兴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 
高寿华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840 

社区协同治理视野下的新型“五邻社联

合会”社区社会组织：生成逻辑、运行

机制和路径优化研究 

卢子敏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ZMZC201841 
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性实践与新时期社

会治理转型研究 
鲁文 温州城市大学 

ZMZC201842 

让“医养”成就“颐养”——浙江省养老服

务“医养结合”模式困境及“五位一体”突

围对策探究 

曾春燕 温州医科大学 

ZMZC201843 
社区工作者流动状况与干预机制研究—

—以嘉兴市为例 
郭美晨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ZMZC201844 
社会治理视角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培

育—运营—发展机制研究 
石卷苗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 

ZMZC201845 丧偶对抑郁的影响及社会保障政策研究 张跃华 浙江大学 

ZMZC201846 
“产教融合”办学模式下健康养老服务

构建及实现路径 
刘杰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47 
社会治理视野下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

提升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仝秋含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48 
“互联网+慈善”背景下多元化长效社会

救助机制创新研究 
万年红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49 
公共艺术视角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策略及实证研究 
丁少平 浙江工商大学 

ZMZC201850 
浙江养老服务业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福

利效应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徐明亮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51 慈善文化的微嵌入机制及提升策略研究 杨雪琳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

学院 

ZMZC201852 
关于养老服务补贴的政策目标与实现路

径研究 
杨冰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53 
专业社会力量承接社区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研究——以舟山市为例 
徐徐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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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课 题 名 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ZMZC201854 
基于社区、物业、业主三位一体的和谐

居民小区构建模式的探索 
肖若金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55 
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以浙江省为例 
谢瑶华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56 
推进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社区养老志愿服

务机制构建 
袁之健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57 
补偿教育视角下困境儿童社区教育模式

研究 
夏翠君 浙江科技学院 

ZMZC201858 

全域旅游背景下地名文化的外宣翻译研

究——基于杭州社会资源国际旅游访问

点的调查和分析 

黄慧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ZMZC201859 
全域旅游新业态和旅游养老产品供给研

究 
李冬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ZMZC201860 
民政文化建设研究——以浙江康复医院

为例 
田涛 浙江民政康复中心 

ZMZC201861 养老护理人员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韩明珠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62 
基于 VR 游戏的京杭大运河地名文化平

台设计 
毛金莲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63 
城市失独家庭养老服务需求与对策研究

——以杭州市 X 区为例 
史伟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64 财政支持下乐龄老人关怀计划后续研究 吴晔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65 浙江农村留守老人文化养老问题及对策 朱小峰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 

ZMZC201866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优化路径及对策研

究——以科技社团为例 
程文伟 

浙江省院士专家工

作站服务中心 

ZMZC201867 
发达国家机构养老管制政策研究——以

美国为例 
方浩 浙江外国语学院 

ZMZC201868 
基于助老目标的城市社区资源多代际共

享策略研究 
项玮 浙江外国语学院 

ZMZC201869 
浙江山水地名文化在绿水青山旅游开发

中的利用研究 
郭鉴 浙江万里学院 

ZMZC201870 
健康战略下浙江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

展策略研究 
焦阳 浙江中医药大学 

ZMZC201871 
社会组织党组织实质作用发挥路径研究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沈佳文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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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题编号： 

 

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 

协  议  书 

 

课题名称：                                               

课题类型：       □经费资助      □经费自筹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             

资助经费：                    成果形式：                 

 

为确保本课题研究任务高质量地按期完成，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一、课题负责人应履行以下职责 

1．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于    年  月  日前完成课

题研究，并提交符合规定要求、不存在知识产权争议的研究成果。

不任意调整课题组成员、改变原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计划。 

2．经费按照预算使用范围专款专用。 

3．研究成果不论公开发表或内部呈送，均注明“浙江省民政

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标志。 

二、课题承担单位应履行以下职责 

1．将本课题列为本单位的科研重点，加强对课题研究工作

的领导和管理，及时提出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对本课题的完成

提供信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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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保

证课题研究的正常进行。 

3．按照国家和所在单位有关财务制度，做好本课题专项经

费的管理，保证专款专用。 

三、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应履行以下职责 

1．按照约定比例及时拨给资助经费。 

2．在职权允许范围内及时解决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3．及时组织对研究成果的论证、验收和必要的推荐、推广

工作。 

四、浙江省民政厅享有宣传介绍、推广应用研究成果的权利，

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但保留作者的署名权。 

五、如发生《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将对课题

按撤项处理，尾款不予支付。 

六、若课题研究成果侵犯第三人权利，浙江省民政厅不承担

任何责任，由此给浙江省民政厅造成损失的，课题承担单位和课

题负责人应予赔偿。 

本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到课题研究任务完成时终止。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课题负责人、课题承担单位、省民政研

究中心各存一份。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      浙江省民政研究中心 

（签章）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