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拟立项项目名单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山西省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目标与途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陈红

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李晋陵

山西省碳达峰碳中和技术路线图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王建成

山西科技政务新媒体矩阵建设路径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杨伟

山西省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山西省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刘宁

科技支撑山西“特”“优”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申潞玲

山西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路径及模式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孙晓宁

山西省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玉兰

山西省科技金融创新模式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张晓燕

山西省科普基地建设与科普工作创新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杨素青

吸引外国人才来晋工作政策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刘晓春

山西省大健康与生物医药产业技术战略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邵红芳

创新型山西建设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朱丽萍

山西省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政策及机制研究 中北大学 武勇杰

山西省科研人员分类评价制度改革研究 中北大学 李彦华

山西省优化和完善科研项目经费及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山西中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孟小彦

厅市科技会商机制与模式研究 太原工业学院 郭彤梅

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支撑我省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中北大学 张爱琴



汾西县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案例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李晓庆

山西省创新生态建设顶层设计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郭淑芬

山西省科技安全监测指标体系和运行机制研究 中北大学 刘玉强

山西省实验室体系建设总体布局与规划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薛晔

科技助推下山西旅游一体化建设研究 山西大学 崔帅

“两山”理论视角下的山西省自然禀赋条件与文物保护单位时
空演化过程的耦合关系研究

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乔娜

山西省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与测评系统建构研究 中北大学 杜刚

山西省文化产业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古耀杰

科教兴省、人才强省背景下赋能产教融合途径研究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牛文峰

山西省康养旅游产业创新模式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高环成

“双碳”目标下山西省区域旅游业碳均衡测算及低碳行动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牛莉芹

山西省“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山西大学 杨绘荣

专利视域下山西省储能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太原工业学院 王文婷

科技参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乡村振兴 山西师范大学 乐晶

山西省老年教育资源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融合研究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俊琪

四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人员创造力驱动效应与应用对策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曹霞

互联网+背景下山西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山西工程职业学院 张颖帅

山西省企业创新联动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交互驱动效应及提升
对策

山西财经大学 郝盼盼

数字化赋能山西高质量发展的科技伦理风险 及优化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段宇波



太原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太原市可持续发展中心 赵海军

三螺旋视角下山西省大学-企业-政府协同创新测度与对策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陈石斌

山西省文化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提升战略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程占红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山西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研究 山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王璟

科技创新驱动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张子珍

基于知识可视化的山西文化遗产数字活化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张晓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山西省物流产业创新发
展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杨若耶

文旅融合视域下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张晓

山西省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政策适应性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侯秀云

山西省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提升策略研究 太原科技大学 刘文华

住院医师非物质激励体系构建与应用 山西白求恩医院 葛文嘉

结构化教育课程下慢性病自我管理行为决策机制的研究 山西省人民医院 王晓云

基于政策计量工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循证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刘鸿齐

新时代科技创新驱动下山西功能食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
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朱瑞芳

山西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基于BSC-RBRVS绩
效考核视角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高樱

基本医保统筹层次影响因素比较分析研究
太原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
心

刘艳菊



山西省护理质量安全事件网络报送体系和管理机制的研究 山西白求恩医院 何芳

公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实施医联体管理模式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晶

山西省眼健康服务现况及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山西省眼科医院 杨彩珍

公立医院固定资产管理中存在问题分析及进行精细化管理对策
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荣

基于“健康中国”背景下肥胖对乳腺癌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 山西白求恩医院 马利军

基于医院-家庭二元联动的隐匿性肝性脑病患者延续性护理方案
构建与应用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楚俊红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氧疗循证护理实践方案的构建 山西白求恩医院 崔丽萍

基于家庭功能的青少年抑郁症健康管理模式的构建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刘娟娟

山西省健康养老服务PPP项目综合评价体系研究——以利益相关
者理论为视角

山西医科大学 李菲

山西地区高血压人群基因多态性对硝苯地平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及应用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瑞琴

大型综合医院科技成果转化现状与对策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志芳

基于信息化平台的管理在护理质量与持续改进中的应用及效果
评价

山西省人民医院 王菊子

基于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教育干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 薛云珍



“健康中国与乡村振兴”双融合视角下农产品处方健康促进策
略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寇丽红

山西省医保支付方式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行为的影响研究 山西中医药大学 闫娟娟

山西省三级医院护士执业环境对院内感染发生率影响的研究--
依托国家护理质量数据平台

山西省人民医院 聂小娟

区块链医疗保险平台构建及在扶贫中的应用研究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张晓清

山西省创新环境资源管理服务机制与政策研究
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中
心(山西省环境规划院）

王永红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理论门诊患者体验优化策略研究 山西省人民医院 申丽

山西省体育产业政策执行评价与提升策略—基于执行效力的视
角

中北大学 王宇鹏

基于数据驱动的县域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同优化与布局管控途
径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张宪哲

税收优惠制度对山西转型改革治理作用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张青政

山西省以数字产业化引领新兴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山西大学 马健

新三板市场赋能山西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机制及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薛海燕

基于文献和实证的山西省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政策研究 山西高等创新研究院 崔庆为

完善财政科研项目支出绩效管理研究 山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李梦超

新型研发机构核心竞争力的构筑 山西高等创新研究院 李夏燕

数字经济赋能山西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山西大学 梁梦宇



山西省基于专业大类的职业教育差异化生均拨款制度的探索与
研究

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冯宇

数字经济对山西省能源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与政策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范建红

山西智创城运营评价体系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杨郁

山西区块链产业技术战略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郭艳

数字经济赋能山西经济韧性提升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闫绪娴

鲲鹏信创体系建设研究
山西云时代鲲鹏生态创新中
心有限公司

张骅

山西省数字经济体系发展战略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孟辉

山西省开发区创新生态实证研究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党
校(山西行政学院)

苏玉娟

山西省数字经济规模测度及产业关联效应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刘雪晨

山西省产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苏永伟

山西省物联网产业发展战略和关键技术突破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付轼辉

山西省科技伦理建设与治理研究 山西大学 王亚男

山西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平台赋能机制研究
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
理委员会

董弘毅

山西现代种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王中

产学研背景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和模式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张婧

融通创新视角下山西省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李京霞



山西省高校科技智库的培育与发展研究 山西大学 何华

山西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路径和机制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郭勇

科技创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研究 山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刘琪

山西科技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的机制与效能提升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赵佳丽

创新生态建设背景下山西省科技人才引进政策评估研究 太原工业学院 郭秋云

山西省战略性新兴汽车产业紧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培养建设模
式研究

中北大学 赵韡

山西省柔性电子产业发展策略及实施路径研究 中北大学 李洁

山西省科技创新券实施效果评价及管理优化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张荣霞

从科技视角探索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路径--以大同市为
例

大同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左梅

转型升级背景下山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壮大机制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董泽瑞

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山西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效应和对策
研究

中北大学 吴云霞

山西省级转制科研院所创新绩效评价 中北大学 曾强

加强科技创新推动山西产业链自主可控路径研究 山西省宏观经济研究院 雷豪

山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夹层融资模式应用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李明敏

山西省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信用关系研究 山西大学 孔繁晔

山西省科技创新效率提升策略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李伟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山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政策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陈怀超



山西黄河流域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韩芸

“双碳”目标下山西省碳减排路径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马义娟

数字时代下科技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研
究

中北大学 周娟美

双碳目标下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煤矿智能化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山西大同大学 宁掌玄

双碳目标下煤炭资源型企业跨产业链转型路径与策略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东升

“双碳目标”视域下山西能源革命对策研究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党
校(山西行政学院)

芦苇

“双碳”背景下山西省林业碳汇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制约因素
与支持政策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曹先磊

碳中和目标下山西省低碳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张宝建

“碳中和”、“碳达峰”战略背景下山西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
的长效机制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冯渐杰

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山西省强化知识产权创新运用对策
研究

晋中学院 赵云海

“双碳”目标下山西能源转型的创新路径与优化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寇静娜

“双碳”目标下山西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王鑫

山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演化特征与减排政策研究 太原工业学院 葛晓华

数字经济促进山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与政策创新研究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刘俊

双碳目标下煤炭企业集团高质量发展路径及山西模式探索 山西财经大学 王志芳



创新驱动推进山西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郭丽娜

“双碳”背景下临汾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对策研究
临汾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
心

郝燕燕

基于话语分析的碳达峰碳中和传播机制和动员策略研究 山西大学 梁红艳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山西省科技人才发展目标与路径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姜玉砚

“双碳”目标下山西省煤炭行业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郭淑娟

双碳目标下山西电力低碳转型路径规划与政策组合设计 山西财经大学 徐燕

金融科技赋能山西省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及模式创新

太原理工大学 何学松

山西古代冷门绝学研究——以山西古建筑中科学问题为中心 山西大学 高策

果树种业科技成果服务体系建立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李鸿雁

数字赋能山西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张树锋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艺赋能山西县域发展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李鹏

山西省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县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影响因素
及优化路径研究

中北大学 雷振丹

高质量转型发展背景下山西省构建智慧物流系统的策略研究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 张潇化

重点帮扶县推进乡村振兴产业优化布局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张丹丹

山西省特色体育小镇创新水平的提高对乡村振兴的战略价值研
究

山西大学 刘宏强

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业生产托管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冯国亮

山西省文旅康体资源集聚特征及高质量融合发展研究 山西大学 石晓峰

山西数字化转型、创新能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大学 张源媛



山西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共建模式研究——以太谷、临猗为
例

山西农业大学 任红燕

山西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创新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孙美红

山西省乡村振兴进程的统计监测体系设计 太原师范学院 王晶

苹果全产业链科技支撑体系研究——以临猗苹果产业为例 山西农业大学 王玺

山西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声誉提升研究 山西大学 和芸琴

汾河流域乡村聚落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侯志华

山西省蔬菜产业保险现状及对策研究 山西农业大学 赵美华

数字化赋能山西省乡村智治的有效性及创新性研究 山西大学 苏昕

山西省乡村振兴评估方法研究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刘晓明

山西省科技创新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及对策研究 山西师范大学 王晓云

山西省脱贫家庭返贫预警机制研究 太原师范学院 聂瑞华

乡村振兴背景下山西校地农业科技人才共享机制研究 山西财经大学 王慧敏

产业融合背景下山西文旅项目商业价值开发与提升路径研究 山西传媒学院 杜娟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山西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 山西大学 王红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