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承担人 学校 评审结果

1 11JD710001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经验与现实
启示研究

一类课题 王志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优秀

2 11JD710006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 一类课题 赵康太 海南大学 优秀

3 11JD710008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安全研
究

一类课题 杨军 武汉大学 优秀

4 11JD710010
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类课题 王少安 河南理工大学 优秀

5 12JD710023
先进文化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工
作释析研究

二类课题 王余丁 河北农业大学 优秀

6 12JD710074
胡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思想研
究

二类课题 张华 北京建筑工程大学 优秀

7 12JD710125 青年学生社会化与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二类课题 曾令辉 广西师范学院 优秀

8 13JD71003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机制研究

二类课题 张军 哈尔滨理工大学 优秀

9 13JD710052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国际传播与评价研究

二类课题 周兵 广东工业大学 优秀

10 10JD710003
划清“四个重大理论界限”与推进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一类课题 刘丽琼 云南师范大学 合格

11 10JD710011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一类课题 彭斌 衡阳师范学院 合格

12 11JD710004
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的传播：历史经
验、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

一类课题 倪邦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合格

13 11JD710026
从排斥到包容：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时代化研究

二类课题 杨宏伟 兰州大学 合格

14 11JD710071 提升党管干部的科学化水平探析 二类课题 顾昭明 山西医科大学 合格

15 11JD710091 国家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二类课题 冯胜花 山东大学 合格

16 12JD710004
推进民族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改
革研究

一类课题 王永和 北方民族大学 合格

17 12JD710005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
化研究

一类课题 陆岩 哈尔滨理工大学 合格

18 12JD710006 高校党建科学化研究 一类课题 孙雷 东北大学 合格

19 12JD710007 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一类课题 谢成宇 湖北科技学院 合格

20 12JD710010
"90后”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
新成果接受状况及规律研究

二类课题 金筱萍 武汉大学 合格

21 12JD7100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穿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层次阶段模式研究

二类课题 张亚伟 河南师范大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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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2JD710018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和方法研
究

二类课题 吴珏 广东商学院 合格

23 12JD710026 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研究 二类课题 汪庆华 华北电力大学 合格

24 12JD710031
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
研究型教学模式构建

二类课题 林晶 东北师范大学 合格

25 12JD710034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与实践一体
化教学模式研究

二类课题 华学成 淮阴工学院 合格

26 12JD71003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域下的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有效性研究

二类课题 孙玉良 上海金融学院 合格

27 12JD710036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

二类课题 张玉瑜 上海交通大学 合格

28 12JD710037
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学机制
建设研究

二类课题 阳海音 武汉工业学院 合格

29 12JD710040
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为目标的研究生
党员培养研究

二类课题 谢辉 北京科技大学 合格

30 12JD710045
重庆“缩差共富”实践探索和理论价
值研究

二类课题 李春茹 重庆工商大学 合格

31 12JD710048
从新华体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类课题 岳晓华 广西大学 合格

32 12JD71005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研究 二类课题 李丽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合格

33 12JD710055 新媒体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二类课题 谭志敏 西南大学 合格

34 12JD710059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改善民生与马克
思主义大众化关系研究

二类课题 谢仁生 遵义医学院 合格

35 12JD71007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研究--
以延安《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

二类课题 袁本文 北方工业大学 合格

36 12JD710075
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
验和现实启示

二类课题 龙国存 浙江中医药大学 合格

37 12JD710076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历史与现
实逻辑

二类课题 陈建 南京大学 合格

38 12JD710077 中国革命传统精神及其时代化研究 二类课题 汤丽芳 湖南工业大学 合格

39 12JD710078
关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
学文化的研究

二类课题 何小刚 上海电机学院 合格

40 12JD710079 自媒体背景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二类课题 周挥辉 华中师范大学 合格

41 12JD710080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校园文化的特点与
变化规律研究

二类课题 蔡红生 华中师范大学 合格

42 12JD710082
高等职业院校大学文化建设研究与实
践

二类课题 何子安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合格

43 12JD710088
新媒体环境下校园文化的特点及变化
规律研究

二类课题 陈艳红 上海海洋大学 合格

44 12JD710089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职高
专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二类课题 郑予捷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

专科学校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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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2JD710100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时代化研究 二类课题 王学军 东北师范大学 合格

46 12JD710102
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的中国化与中国
现实劳动问题研究

二类课题 杨青 南通大学 合格

47 12JD710105
高校突发事件的防范体系及防范机制
的实证研究

二类课题 李新仓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合格

48 12JD710106
高校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传播规律与引
导机制研究

二类课题 律娅婧 西华大学 合格

49 12JD710107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青年学生马克思主
义信仰问题研究

二类课题 朱玲 兰州城市学院 合格

50 12JD710111 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 二类课题 周茜 贵州师范大学 合格

51 12JD710114 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研究 二类课题 叶雷 华中师范大学 合格

52 12JD710116 社会思潮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二类课题 田启波 深圳大学 合格

53 12JD710121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舆情信息工作机制
研究

二类课题 黄蜺 长安大学 合格

54 12JD71012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发展研究

二类课题 黄蓉生 西南大学 合格

55 12JD710130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文
化研究

二类课题 李大健 湖南理工学院 合格

56 13JD710010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
究

二类课题 汪青松 上海师范大学 合格

57 13JD710011
科学发展观的真善美意蕴及其有效阐
释研究

二类课题 熊建生 武汉大学 合格

58 13JD7100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文本研究

二类课题 隋秀英 辽宁师范大学 合格

59 13JD710021
民族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与
对策研究

二类课题 崔庆五 西南民族大学 合格

60 13JD710024
科学发展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的历程、机制、经验和贡
献 究

二类课题 王让新 电子科技大学 合格

61 13JD710026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与
机制构建研究

二类课题 马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合格

62 13JD710028
微时代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大学生中的传播研究

二类课题 胡飒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合格

63 13JD7100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及其当
代价值研究

二类课题 王晓青 北京交通大学 合格

64 13JD71004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的路径及方法研究

二类课题 李斌 沈阳大学 合格

65 13JD710043
《实践论》《矛盾论》与马克思主义
哲学教学体系之间关系研究

二类课题 陈世珍 中国人民大学 合格

66 13JD710045
文化哲学视阈下的马克思技术观——
基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

二类课题 于春玲 东北大学 合格

67 13JD710046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国家与社会
关系”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研究

二类课题 毕霞 河海大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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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3JD710051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思想研究

二类课题 周太山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合格

69 13JD71005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改
革研究

二类课题 高继国 成都理工大学 合格

70 13JD710057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融入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二类课题 张润枝 北京师范大学 合格

71 13JD710060
运用微博加强与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研
究

二类课题 吴小英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合格

72 13JD710061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读史及其价
值研究

二类课题 鲁涛 湖南理工学院 合格

73 13JD710064
基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公平问题研究

二类课题 施运华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