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上海市 2017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1 17692100100 创新型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体系研究（A） 上海城市创新经济研究中心 丁国杰 

2 17692100200 创新型经济发展统计指标体系研究（B） 中国科学院大学 张古鹏 

3 17692100300 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重大科技创新需求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孟海华 

4 17692100400 构建长三角协同创新网络对策研究（A） 复旦大学 唐亚林 

5 17692100500 构建长三角协同创新网络对策研究（B） 华东师范大学 滕堂伟 

6 17692100600 大科学基础设施第三方运行管理机制研究（A）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赵宇刚 

7 17692100700 大科学基础设施第三方运行管理机制研究（B） 上海交通大学 谈毅 

8 17692100800 上海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考核评价机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孟溦 

9 17692100900 上海科技创新功能集聚区深化发展研究（A） 上海社会科学院 李健 

10 17692101000 上海科技创新功能集聚区深化发展研究（B） 华东师范大学 孔翔 

11 17692101100 
科研人员薪酬收入体系改革研究（A）——以上海高校科研人

员为例 
同济大学 闫淑敏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12 17692101200 科研人员薪酬收入体系改革研究（B）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余运江 

13 17692101300 鼓励创新创业的普惠性税制研究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

院） 
李平 

14 17692101400 在沪外资研发中心融入城市创新体系的案例研究（A） 华东师范大学 王俊松 

15 17692101500 在沪外资研发中心融入城市创新体系的案例研究（B）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

心（上海新药研究开发中心） 
吴洁 

16 17692101600 
上海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估研究（A）——以集成电路产业

为例 
同济大学 周文泳 

17 17692101700 上海产业创新政策有效性评估研究（B） 
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

司 
金勇 

18 17692101800 上海金融科技发展对策研究（A） 上海大学 孟添 

19 17692101900 上海金融科技发展对策研究（B）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周海蓉 

20 17692102000 新形势下软科学发展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王迎春 

21 17692102100 
以 PPP 方式深化政府科技计划改革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上

海策略研究 
复旦大学 江依妮 

22 17692102200 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布局及组织推进方式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沈应龙 

23 17692102300 推进工艺创新，提升上海制造企业持续竞争力 同济大学 陈松 

24 17692102400 
基于 GIS 的上海崇明岛生态保护红线边界有效性评估方法及管

控机制研究 
同济大学 郭茹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25 17692102500 全球生命科学创新中心建设——上海与波士顿对标研究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 
姚恒美 

26 17692102600 上海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同济大学 叶明海 

27 17692102700 基于 KPI 模型的军工单位研发人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杨勤利 

28 17692102800 共享视角下上海众创空间与城市空间融合策略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盛垒 

29 17692102900 发挥科技创新券的精准支持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上海大学 汪建 

30 17692103000 上海功能性研发转化平台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公私合作视角 上海师范大学 宋波 

31 17692103100 
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引领态势研究——基于 2017 年上海高

新技术企业景气调查 
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 魏喜武 

32 17692103200 
基于逆向创新与逆向知识转移的中国跨国企业创新能力发展研

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张林刚 

33 17692103300 上海科技人才人力资本贬值现状及其对创新的影响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黄维德 

34 17692103400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加快上海高端装备制造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对

策研究 
上海大学 杨玲 

35 17692103500 基于创新中心演进阶段的创新集群形成机制研究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陈元志 

36 17692103600 上海在全球知识创新网络中的能级变迁及提升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 刘承良 

37 17692103700 助推上海高端制造业提质增效的区域统筹模式深化研究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 张亚军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38 17692103800 智能汽车产业科技创新平台运行机制与绩效评估研究 上海大学 曹玉红 

39 17692103900 
基于智慧交通路网通行能力的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模式创新

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何新华 

40 17692104000 共享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上海策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赵程程 

41 17692104100 北欧四国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及对上海的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 翟庆华 

42 17692104200 全球城市郊区农村创新创业的国际经验与上海战略研究 复旦大学 刘平养 

43 17692104300 
上海卓越全球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布局与城市创新空间适应性研

究 
上海大学 邹宗峰 

44 17692104400 共享经济模式下的道德风险治理机制与对策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殷红 

45 17692104500 大型社会活动人群密集风险预估及应急管理的创新研究 上海大学 徐桂琼 

46 17692104600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李辉 

47 17692104700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轨道交通大客流和疏散安全研究与建议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陈瑶 

48 17692104800 医药专利市场价值评估及实现机制研究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上海纺

织第一医院） 
李济宇 

49 17692104900 ECA 背景下上海港船舶大气污染管控对策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赵来军 

50 17692105000 
上海电动汽车产业模式创新及政策支持研究——以共享出行为

例 
上海大学 薛奕曦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51 17692105100 基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政策优化研究 上海大学 卢超 

52 17692105200 上海市区域分级诊疗改革的关键问题及对策研究 同济大学 王朝昕 

53 17692105300 全球价值链变迁与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 范晓 

54 17692105400 智能居家养老服务的科技与人文融合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曾瑞明 

55 17692105500 上海市技术创新绩效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 汪伟 

56 17692105600 上海都市农业众创空间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马佳 

57 17692105700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建设项目大中型事故实时管理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严小丽 

58 17692105800 
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政策效果及影响

机理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邬展霞 

59 17692105900 
上海市医疗机构药品消费的大数据分析：促进药品产业和卫生

保健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 

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林海 

60 17692106000 
地方政府视角下上海创新街区建设的成本-收益考察、问题与改

善对策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

研究所 
邓智团 

61 17692106100 
政府促进创业孵化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张江、紫竹和五角场的

比较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孙洁 

62 17692106200 基于环境足迹测度的上海绿色会展创新发展研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蒋婷婷 

63 17692106300 高校“众创空间”的模式、问题及治理机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郑育家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64 17692106400 互联网科技与社会公益创新发展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

院） 
赵文聘 

65 17692106500 我国科技创新众包平台价值创造机制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金昕 

66 17692106600 外国人才在沪创业现状及对上海的知识溢出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苏靖 

67 17692106700 多路径资源再生混凝土产业化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邵伟 

68 17692106800 
政府研发支持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互动机制研究

——绿色经济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 孙燕铭 

69 17692106900 
上海云计算产业创新发展模式研究：基于“间断—平衡”理论视

角 
复旦大学 胡安安 

70 17692107000 
数据驱动的高血压并发症风险预测与家庭医疗资源实时调度优

化对策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杜刚 

71 17692107100 环境规制下的中国技术创新方向和最优环境政策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 王林辉 

72 17692107200 
普惠性政策视角下上海科技型企业政策效率案例研究——基于

企业成长链的调研分析 
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 周敬 

73 17692107300 NPI 模式下先进制造业突破性创新的路径、案例与对策研究 上海大学 许学国 

74 17692107400 专业化众创空间的典型案例研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巫英 

75 17692107500 上海企业创新设计能力演进的案例研究：惯例涌现与悖论应对 同济大学 钟竞 

76 17692107600 创新团队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代理理论视角 复旦大学 卫田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77 17692107700 
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嵌入上海创新生态系统的机制研究——以高

新技术企业为例 
上海大学 单蒙蒙 

78 17692107800 上海市创新型企业关键成长因素案例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陈洪安 

79 17692107900 再生医学技术路线图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玥 

80 17692108000 后大飞机时代上海航空装备产业技术路线图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何法江 

81 17692108100 
上海提升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路径与对策研究

——以 IC 装备产业为例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 全利平 

82 17692108200 上海市生物制造产业技术路线图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王慧媛 

83 17692108300 
全球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及上海在新型碳材料产业链上的定位

研究 

上海壹行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吴颖兰 

84 17692108400 基于技术预见的深海装备材料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石亮 

85 17692108500 随机因素干扰下的拥堵路网交通流量预测方法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谢驰 

86 17692108600 城市热点区域停车诱导信息屏选址及动态发布策略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 孙健 

87 17692108700 上海智慧社区“医疗-养老”数据融合关键技术与优化策略研究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

院） 
纪江明 

88 17692108800 面向低碳可持续交通的共享电动汽车定价研究 上海大学 姬杨蓓蓓 

89 17692108900 基于驾驶模拟仿真实验的高速公路养护作业区主动限速研究 同济大学 柳本民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项目责任人 

90 17692109000 上海市制造业电子商务转型困境与突破路径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宗伟 

91 17692109100 数据驱动的企业竞争情报分析方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许鑫 

92 17692109200 上海市健康人力资本测量研究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红艳 

93 17692109300 共享交通管理政策分析和评价的创新方法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 肖光年 

94 17692109400 共享单车停车点选址的关键问题及优化模式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刘勇 

95 17692109500 基于数据驱动的质量创新方法研究 上海大学 周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