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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A01 张学刚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内涵阐释 内蒙古经济学会

2 20A02 赵海东 内蒙古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新模式研究 内蒙古经济学会
3 20A03 奇海林 内蒙古沿黄地区城市一体化发展研究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4 20A04 刘春艳 构建赤通经济带的可行性和对策研究 赤峰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 20A05 杨伟东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研究 内蒙古党的建设研究会

6 20A06 赵云辉 大数据背景下内蒙古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7 20A07 杜建蓉 内蒙古城乡文化资源优化配置路径和对策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8 20A08 周汉信
从“红船”到“红城”——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探

索与实践
兴安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9 20A09 王建国 内蒙古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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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B01 辛倬语 内蒙古沿黄“几字弯”城市群构建研究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2 20B02 王凤霞 内蒙古沿黄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 乌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 20B03 谢绥萍 内蒙古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中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与培育研究
内蒙古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 20B04 左玉洁 内蒙古畜牧产业链与创新链协同共建研究 赤峰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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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B05 韩丽萍 内蒙古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6 20B06 郑淑伟
基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视角的内蒙古口岸功能定位和合理分

工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7 20B07 杜浩波
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改造内蒙古传统产业

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8 20B08 钱聪 “天赋河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传播与营销渠道研究 河套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9 20B09 谭宏旭 内蒙古区域公用品牌传播与营销渠道研究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10 20B10 赵于东 内蒙古发展智慧农牧业研究 内蒙古县域经济研究会

11 20B11 张晓东 内蒙古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12 20B12 白萨茹拉 内蒙古牧区现代化的内涵、路径和对策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13 20B13 赵斌杰 发挥呼和浩特市首府作用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14 20B14 武赋斌 呼和浩特市实施强首府战略研究 内蒙古北方城乡发展研究院

15 20B15 屈燕妮 基于平台经济的内蒙古农牧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模式创新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16 20B16 李冰晶 内蒙古重工业城市转型发展研究 包头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17 20B17 董树君 内蒙古政治建设制度化研究 内蒙古党的建设研究会
18 20B18 刘薇 内蒙古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研究 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19 20B19 闫安 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20 20B20 许生凤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阿拉善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1 20B21 胡玉荣 新时代内蒙古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2 20B22 周珩 内蒙古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证研究 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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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0B23 王宇洁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24 20B24 王登华 充分发挥学习强国引领和融合作用研究 实践杂志社

25 20B25 韩冬楠 内蒙古沿黄地区多种文化交汇融合的文化价值研究
内蒙古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26 20B26 艾力 内蒙古民族文化在铸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研究
内蒙古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27 20B27 王瑜
内蒙古牧区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建设中的志愿服务创新研

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28 20B28 阿娜尔 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模式研究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29 20B29 李洋 内蒙古文化遗产的体验式数字呈现及传播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30 20B30 王建莉 内蒙古语言文化高质量应用研究 内蒙古语言学会

31 20B31 赵晓彦 乡村振兴背景下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32 20B32 邢晓彬 “一带一路”背景下察哈尔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内蒙古察哈尔文化研究会

33 20B33 王赫德 蒙绣活态传承与发展策略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34 20B34 黄志程 赤峰市建设“人文大市”策略研究 赤峰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5 20B35 孟克 乌珠穆沁白马来源追溯及文化价值研究 锡林郭勒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36 20B36 马文波
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以公共数

字文化建设项目为例
内蒙古图书馆

37 20B37 安锦
内蒙古就业质量调查研究——兼论“COVID-19”新冠疫情对就

业的影响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38 20B38 鲍震宇 内蒙古“三医联动”改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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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B39 王秀艳 内蒙古鼓励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公益事业研究
内蒙古艺术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0 20B40 王海娟 提升内蒙古农牧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1 20B41 侯振虎
内蒙古地区城乡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提升：一项基于主观幸福感

视角的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2 20B42 张媛 内蒙古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提升策略研究
内蒙古医科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3 20B43 王博 内蒙古居民健康公共政策研究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

44 20B44 边坤 互联网+背景下内蒙古社会公共服务适老化升级研究
内蒙古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5 20B45 胡玲 内蒙古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实现路径研究 河套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6 20B46 王瑞娟 当前内蒙古托底性民生保障体系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47 20B47 智慧 内蒙古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 包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8 20B48 刘建鑫 内蒙古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呼伦贝尔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9 20B49 王金环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内蒙古地区为例 包头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0 20B50 陆一琼 突发性公共事件下社区治理防控体系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51 20B51 宋越 内蒙古志愿服务实践模式创新研究 乌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2 20B52 苗丽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中的作用研究 赤峰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3 20B53 张宏伟 内蒙古完善创新生态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54 20B54 刘佳 内蒙古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机制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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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0B55 刘丽娟 内蒙古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56 20B56 王佳锐 内蒙古完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57 20B57 梅蕾 内蒙古健康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内蒙古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58 20B58 刘强 内蒙古终身教育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 赤峰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59 20B59 周秀清 发挥电大作用，推动内蒙古终身教育发展研究
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

60 20B60 郝海燕 内蒙古地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现状与完善对策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61 20B61 龙长海
《俄罗斯边境合作基本法》对内蒙古自治区与俄罗斯合作法治

化进程的影响与对策
内蒙古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62 20B62 杜富林 新形势下内蒙古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63 20B63 刘清华 内蒙古发展节水型经济研究
内蒙古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64 20B64 梁琳
内蒙古山水湖田林草系统治理典型案例研究-----乌梁素海山水

林田湖草协调发展研究
河套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65 20B65 王强 内蒙古排污权交易制度建设研究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66 20B66 刘海英 内蒙古水资源—粮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67 20B67 刘晓豹 内蒙古绿色矿山建设法治化路径研究
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68 20B68 李晓佳 内蒙古草原生态质量的影响因素和对策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
69 20B69 任希珍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包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