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9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01 魏波 北京大学
2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02 张新平 兰州大学
3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03 李萍 中山大学
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04 熊晓琳 北京师范大学
5 高校党委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责任制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05 周浩波 辽宁大学
6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06 徐蓉 复旦大学
7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07 寇清杰 南开大学
8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08 陈松友 吉林大学
9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09 侯惠勤 安徽大学
10 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教案、精彩课件建设 重点选题 16JDSZK010 朱健 上海交通大学
11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11 沈伯平 南京大学
12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12 石红梅 厦门大学
13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状况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13 林伯海 西南交通大学
14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14 周月华 新疆师范大学
15 马克思主义学院领导班子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15 张才君 苏州大学
16 行业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16 李卫华 安徽工程大学
17 高校党委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责任制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17 杨林 云南大学
18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18 刘先江 湖南师范大学
19 落实《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评估及完善 重点选题 16JDSZK019 张兴茂 河南大学
20 行业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0 田文艳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模式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1 刘建平 湘潭大学
2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模式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2 黄云明 河北大学
2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3 缪子梅 江苏大学
2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4 王能东 武汉理工大学
25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5 马广水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6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课教学建议 重点选题 16JDSZK026 孙晓峰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27 行业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7 汪先平 安徽财经大学
28 政法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8 李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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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线课程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29 张凤华 华中师范大学
30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0 党锐锋 宁夏大学
31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1 汪勇 贵州师范大学
32 本硕博相衔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2 解超 华东师范大学

33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基于互联网
云平台的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3 唐召云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34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4 王文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35 社会热点问题月度解析 重点选题 16JDSZK035 权良柱 北京科技大学
36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6 张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37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7 梁红军 石河子大学
38 行业类（石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8 孙一平 西南石油大学
39 行业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39 姜彤伟 长春中医药大学
40 行业类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0 王建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41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1 陈旭东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42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2 王丽华 天津市职业大学
4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3 郭继超 河海大学
44 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重点选题 16JDSZK044 方立江 青海师范大学
45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5 张效英 合肥工业大学
46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6 梁家峰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47 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评估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7 曲士英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48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状况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8 张淑东 长春理工大学
49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研评价标准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49 张彦 浙江大学
50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建设研究 重点选题 16JDSZK050 周利生 江西师范大学
5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辨析 一般选题 16JDSZK051 沈贺 河南大学
52 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一般选题 16JDSZK052 董金明 上海海事大学
53 “中国梦”与“世界梦”联动关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53 董德福 江苏大学
54 当代社会“剥削”范畴的理论内涵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54 丁林梅 沈阳体育学院
55 如何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剥削问题 一般选题 16JDSZK055 沈文玮 天津师范大学
56 “两个必然”与“两个绝不会”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研 一般选题 16JDSZK056 林钊 中山大学
57 如何引导大学生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一般选题 16JDSZK057 王晓方 西安石油大学
58 实现中国梦与成就世界梦的关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58 张雷 桂林理工大学
59 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59 陈立军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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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思想政治理论课MOOC平台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一般选题 16JDSZK060 李钢 北京邮电大学
6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61 王红 深圳大学
6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学体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62 毛玉美 山东财经大学
63 五大发展理念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63 王学先 南华大学
64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融入思政课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64 计毅波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65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运用 一般选题 16JDSZK065 韩柱 南昌航空大学
66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西藏宗教文化类课程中的教学应用 一般选题 16JDSZK066 辛雷乾 西藏民族大学
67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67 张慎霞 山东理工大学
68 五大发展理念融入“原理”课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68 李虹 安徽建筑大学
69 如何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一般选题 16JDSZK069 朱映雪 广西大学

70
如何正确理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

一般选题 16JDSZK070 张群梅 河南大学

71 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71 阎静 江苏大学

7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探微——对新自
由主义个人观的一种批判

一般选题 16JDSZK072 董新春 天津师范大学

73 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73 钟志凌 西南大学
74 如何看待当代社会中的剥削问题：理论逻辑与现实挑战 一般选题 16JDSZK074 李振 同济大学
75 培养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学体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75 商爱玲 西南政法大学

76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和德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76 罗文 厦门大学

77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城协作”模式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77 刘道平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学校

78 “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习近平总书记周边外交观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78 王庆忠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79
百年中国爱国主义精神及其传承与弘扬研究----以大学
生为中心

一般选题 16JDSZK079 郑小东 九江学院

80 法治价值导引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整合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0 冯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8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1 柴秀波 山东工商学院
82 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2 李秀敏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83
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关系及其实践教学培养模式
探讨

一般选题 16JDSZK083 陈志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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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专题式教学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提升研
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4 余孝军 重庆文理学院

85
问题意识视角下五大发展理念融入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5 董杨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8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学体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6 李敏 武汉科技大学
87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般选题 16JDSZK087 夏斯云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8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培育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88 杨桂森 惠州学院
89 如何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般选题 16JDSZK089 仇竹妮 长春大学
90 新媒体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90 彭文英 重庆交通大学
91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般选题 16JDSZK091 阎治才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92
治国理政基本方略的完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

一般选题 16JDSZK092 柯新凡 河南大学

93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93 常素芳 开封大学
94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学体系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94 曹敏 西安工程大学
95 如何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一般选题 16JDSZK095 吕健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96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学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96 龙观华 华南师范大学

97
传承与升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97 王元琪 西北大学

98
专题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提高“概论”课教学实效性
的行动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098 杨仕 云南大学

99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研
究及案例资料整理

一般选题 16JDSZK099 陈金龙 西南民族大学

100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新疆实践的历史经验研究 一般选题 16JDSZK100 粟迎春 新疆财经大学

101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1 陈凡 东北大学

102
基于“知识—素质—能力”目标达成度的“思政课”教
学方法改革探索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2 刘芳 西南财经大学

103
“科技与人文面对面”：研究生思政课延伸教育的实践
创新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3 孙庆霞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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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案例教学的方法论研究与类型拓展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4 高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5
创设“项链模式”2.0版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以“
大国方略”和“创新中国”课为例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5 顾晓英 上海大学

106 民族地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6 郑昆亮 石河子大学

107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立体化教学模式探析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7 于成文 北京科技大学

1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理
论探索与实践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8 叶立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9 “主题”返乡调研式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09 方建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10 思想政治理论课“阶梯课堂”的探索与实践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0 董玉来 上海海洋大学

111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微”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以“
大化工”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实验班为例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1 张馨 北京化工大学

112
学生团队参讲式“教学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
中的探索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2 祁冰 辽宁大学

113 提升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六位一体”模式与实践研究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3 杨少龙 昆明理工大学

114
“学生骨干宣讲”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
的运用和推广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4 张光映 大理大学

115
以“七个结合”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综合改革模式研究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5 傅夏仙 浙江大学

116 高校思政课“5+1”主题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6 甘玲 河北科技大学

117
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反思”教学模式研究与
实践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7 谢瑜 西南交通大学

118 高校思政课生活化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8 刘明合 泰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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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19
辅导员实践教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位一体
”融合计划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19 闫丽莉 华中师范大学

120 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两个转化”创新探索
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
项目择优推广计划

16JDSZK120 曹水群 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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