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软 科 学 研 究 会 

关于公布 2020年度山东软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 

获奖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软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办法（试行）》《2020年度

山东软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评审办法》的有关规定，2020年度山东软

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评审工作圆满结束。经单位推荐申报、奖励委员

会办公室形式审查、专家打分、成果奖励委员会审定、网上公示、山

东软科学研究会批准，本年度共评出获奖成果 61项，其中一等奖 10

项、二等奖 21项、三等奖 30项。现将获奖成果予以公布。 

山东软科学研究会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获奖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获奖证书和奖金领取方式另行通知。具体信息请关注山东软科学研究

会官方网站。希望获奖人员继续发扬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勇于创新

的精神，为推进我省软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作出更大贡

献。 

 

山东软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励委员会 

2021年 6月 8日 
 

附件：2020年度山东软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获奖成果目录（排序不

分先后） 



2020年度山东软科学优秀科技成果奖获奖成果目录 
（排序不分先后） 

一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1 青岛崂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调整论证报告 山东大学 
王仁卿、范培先、郑培明、王蕙、于晓娜、贺同利、吴盼、

崔可宁、张琨、孙淑霞、刘潇、黄第洲、王宁 

2 大数据模型算法及其在农业风险预警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山东农业大学 孔德洲、李琳、张超、周忠国 

3 
多领域协作的“治未病”中医药健康预防及相关产业服务链

的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 王诗源、尹永田、孟庆岩、颜培正 

4 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享制约因素、对策研究及实践探索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省分析测

试中心、山东省科学器材供应

服务站、山东省科技统计分析

研究中心、青岛农业大学 

陈志伟、时新刚、梁进军、张大富、何忠葵、刘福恒、盛桂

华、李元君、郑春玲、刘强、闸建文、庞秋香、李蕾、张茜、

王娜娜、陈敏、张显生、高玉冰 

5 我国上市公司杠杆错估误导了银行信贷决策吗 中国海洋大学 王贞洁、王竹泉、苏昕卉 

6 基于VR技术的高端装备制造资源供需配置机制、策略研究 临沂大学 韩虎、张成雷、马焕芳、刘佳佳、程道忠、刘云广、许琼 

7 推动农牧循环 实现畜牧业绿色发展 山东省畜牧总站 

杨景晁、王恩玲、战汪涛、侯世忠、胡文平、刘刚、赵兴国、

王菲、武蕾蕾、王建民、孟凡英、杨春花、李玉征、朱琳、

谭纪成 

8 以企业文化引领，搭建人合资合创新创业理想平台 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恭运、柳胜军、单既强、宫耀宇 

9 高速交通综合体系构建及其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交通学院 

李洪印、阎蕾、孙玉柱、王亚、来逢波、代洪娜、王学凯、

孙海云 

10 我国职教集团组织结构分析及优化设计 东营职业学院 李广坤 

二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1 复杂施工环境下高速公路建设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研究 

山东大学，山东高速潍日公路

有限公司，山东省公路桥梁建

设有限公司 

王有志、万雨帆、肖刚、曹洪亮、刘玉萍、殷涛、孙德林、

张文浩、李彦、范俊瑛 



2 关于推进山东省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山东大学 黄凯南、段昊 

3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差异和共生逻辑 山东大学 邵明华、张兆友 

4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基于尾部风险的视角 山东大学 张群姿 

5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能力研究 山东大学 刘文 

6 道德型领导对企业声誉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唐贵瑶、陈琳、袁硕 

7 中国实体经济资本效率与财务风险真实水平评价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王竹泉、王苑琢、宋晓缤、谭云霞 

8 “互联网+”信息披露：实质性陈述还是策略性炒作？ 中国海洋大学 赵璨、陈仕华、曹伟 

9 山东省常见病多发病的分级诊疗现状及应对策略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疗保障

学院（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信

息研究所） 

韩志琰、宋奎勐、宋燕、窦伟洁、谷景亮、赵芳 

10 基于分级诊疗的卫生适宜技术筛选及推广策略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疗保障

学院（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信

息研究所） 

窦伟洁、韩志琰、宋奎勐、宋燕 

11 发展畜牧业新六产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山东省畜牧总站 
侯世忠、张燕、战汪涛、闫先峰、王恩玲、杨景晁、胡文平、

赵玉印、徐传涛、孔凡虎、田衍平、蔡中峰、刘学森 

12 
东营市石油装备产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与实

践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中国

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

理委员会办公室 

岳吉祥、陈东霞、周扬理、孔治国、王朋飞、朱文玉、程鸣、

商玉梅 

13 济宁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模式及发展规划研究报告 济宁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王东升、张守元、韩丰 

14 促进我省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韩文泉、方振静、董浩、陈永顺、王曾梅、于源、王晓田 

15 停车资源的有效供给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德州学院 李盼道 

16 基于区块链技术潍坊农产品物流创新平台建设研究 潍坊职业学院 
许明、徐艳秋、刘德亚、徐京峰、昌厚峰、王志伟、张波、

侯晓楠、许兵卿 

17 山东省城乡社区治理现状研究报告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王玉香 

18 基于在线评论的图书消费者满意度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尹丽春 

19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工程造价专业有效教学研究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赵春红 

20 以就业为导向的建筑类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研究 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 李晓燕 

21 大学科研评价全景考察与范式转换 临沂大学 王玉秋 

 



三等奖： 

序号 成果名称 完成单位 完成人员 

1 
科技创新助推葡萄酒文化旅游提档升级融入山东精品旅游

产业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 于立芝、王晶、刘海东、林富强、崔晓华 

2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对基本药物可获得性的影响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疗保障

学院（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信

息研究所） 

宋燕、甄天民、宋奎勐、韩志琰、窦伟洁、李静丽 

3 基于分级诊疗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策略研究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医疗保障

学院（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信

息研究所） 

吴敏、刘岩、牟燕、何有琴、颜建华 

4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后勤文化建设途径探索 山东农业大学 亓乐秋、陈向昕、葛庆龙、麻玉安 

5 
社会生态学理论下持续肥胖儿童健康体重促进行为影响策

略研究 
青岛大学 周云平、王涛、郭瑞、姜云霞、赵萌、王爱敏 

6 高等护理教育跨专业合作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青岛大学 李华伟、李云芳、姜云霞、王敏、赵萌、张梅 

7 青少年对父母施暴现象及相关家庭特征研究 青岛大学 
张黎、黄艳、蔡晨、王卓、陶明达、刘旭东、Wendy Craig 、

张晓、王瞻 

8 山东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社区照顾与社会工作服务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赵记辉 

9 山东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路径优化研究 山东女子学院 
魏崇红、史科蕾、张务伟、董振华、公铭、曲慧雯、李仕超、

赵敬 

10 高层次人才战略与城市创新发展关系研究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徐海云、杜风和、王东亮、陈璐、董传民、杜娟、马国楠 

11 原生态原则下山东省“互联网+海绵城市”智慧化建设研究 临沂大学 高祥斌、张晓磊 

12 团体复原力干预对神经症患者心理社会功能的效果 

临沂市荣军医院,临沂市人民

医院,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潍坊医学院 

刘晓利、林立强、郑永梅、王继委、丁倩、高华、宋晓丽、

卢国华、吕锋 

13 抑郁症患者经济负担研究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张婧、肖鹏、赵高峰、苗庆山 

14 我国专门法院（庭）设置的基础性研究与前瞻 德州学院 徐丽红 

15 山东省农业科技园区创新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 山东协和学院 赵华、李环、孙会良、李来胜、陈桂友、续震、于志远 

16 
泰安市中小企业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现状及激励措施研

究 
泰山学院 王爱琴 



17 
聊城基层农业科技服务队伍现状及发展对策—以聊城市科

技特派员为例 
聊城市农村科技促进中心 任长庆、任红梅 

18 
黄河流域湿地保护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山东

省东营市为例 

东营市湿地城市建设推进中

心 
李伟 

19 国有科技型企业人员创新激励机制研究 济南职业学院 王新春、魏来福 

20 新旧动能转换下潍坊智慧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潍坊职业学院 徐艳秋、许明、于涛、魏冲、徐京峰、徐金萍、王琳、张莉 

21 新时代山东高职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对策研究 潍坊职业学院 
孙凤山、张玉芳、巨荣峰、王学强、贾亚丽、姜伟强、韩春

妹、马琳 

22 乳腺导管内原位癌超声与磁共振对比研究 潍坊市人民医院 聂家秋、耿晓涛、王春光、任桂芳、张敏、翟燕 

23 “双高计划”视域下高职学校强化科技服务的关键问题探析 淄博职业学院 张森、邓晶晶 

24 基于诊改理念的高职院校智能课堂建设 淄博职业学院 姜义林、李联卫、孙宾、姚原野、李立 

25 高职院校质量与绩效管理信息化研究与应用 淄博职业学院 姚原野、孙宾、毕玉群、赵飒飒、李联卫、张红梅、姜义林 

26 
中国“走出去”企业与高职院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融

合发展研究 
淄博职业学院 李真、苏元彬、崔式蓉 

27 “大众药师”公益服务项目 淄博市药师协会 初建设、王鸿梅 

28 教育部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策略研究 东营市教育局 肖静、李建文、李相晋、孙小强、董家延 

29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宣传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东营职业学院 李相晋 

30 基于资源库建设的高职医学院校课程思政体系构建与实践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顾润国、刘艳艳、蒋继国、代爱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