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马克思消费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宁全荣 北京化工大学

2 国家治理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 陈顺伟 北京化工大学

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与我国对外援助 王玉萍 北京交通大学

4 国家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研究 李效东 北京交通大学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研究 陈树文 北京交通大学

6 习近平论青年成长成才研究 高  超 北京师范大学

7 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的习近平民主思想研究 董晓蕾 北京师范大学

8 共享发展理念视阈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研究 肖  潇 北京师范大学

9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创新研究 胡  飒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0 演艺企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管理创新途径研究 马爱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1 新形势下残疾人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征及教育对策研究 胡玉宁 滨州医学院

12 习近平“三农”问题讲话中人民主体思想研究 钱正武 常州工学院

13 高校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探索 吴志斌 重庆工商大学

14 当前热点舆情动态跟踪研究 李春茹 重庆工商大学

15 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视域下的网络社会治理新理念研究 谢  佳 重庆邮电大学

16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大学生中传播状况研究 耿绍宁 东华大学

附件5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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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习近平网络主权思想研究 段艳丰 东华理工大学

18 国际比较视域下坚定中国道路自信研究 周建锋 福州大学

19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野下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陈  钦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20 “互联网+”理念下民办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策略研究 陈炳钦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21 广东南路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高良坚 广东海洋大学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式培育的路径研究 孙淑秋 广东海洋大学

23 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生活化”研究 秦程节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24 中国文化自信与红色文化开发利用研究 林全民 广西师范大学

25 延安时期中共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经验研究 刘  强 广西师范大学

26 红色资源开发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联动研究 唐  智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27 以礼化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有效路径研究 艾红玲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28 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形成特点及教育研究 曹  群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29 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与大学生文化自信研究 邵艳梅 河北工业大学

30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红色文化育人可视化平台建设研究 魏晓光 河北金融学院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实施路径研究 郑  康 河北经贸大学

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话语权研究 李烨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33 医学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特色案例库研究 鲁建辉 湖北医药学院

34 跨文化交际中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权的对策与路径研究 朱  霁 湖南工程学院

35 全面从严治党的伦理要求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陈莉妤 湖南工业大学

第 2 页，共 6 页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36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 龙  斌 湖南中医药大学

37 俄罗斯环境政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研究 王冠军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38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学实施路径研究 孙  健 华东师范大学

39 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改编与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胡  博 华南师范大学

40 “四个自信”的传统文化资源研究 赵  威 华侨大学

41 中共改造农民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研究（1921-1949） 同书琴 华中农业大学

42 分析哲学视阈下的马克思生产力范畴研究 杨彩利 黄河科技学院

43 提升大学生把握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的路径研究 韦洪发 吉林大学

44 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研究 崔  征 吉林建筑大学

45 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研究 郭  瑞 济宁学院

46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研究 田  明 暨南大学

47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 张月梅 佳木斯大学

48 集体记忆视角下红色文化传承与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研究 高凡夫 嘉兴学院

49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信息文明研究 王水兴 江西师范大学

50 习近平关于井冈山精神重要论述研究 郭少华 井冈山大学

51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 肖发生 井冈山大学

52 思想政治理论课贯彻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的模式及路径探究 蒋海蛟 兰州大学

53 习近平青年教育思想研究 李士峰 聊城大学

54 毛泽东领导方法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张立梅 临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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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八一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研究 敖四江 南昌师范学院

56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 王恒亮 南京晓庄学院

57 《资本论》中的分配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周江霞 青岛大学

58 习近平文化遗产思想研究 孙  克 山东大学

5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共享发展研究 赵秀丽 山东大学

60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 赵锦英 山东大学

61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张子礼 山东理工大学

62 国际议程设置视阈下中国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研究 吕松涛 山东师范大学

63 习近平革命文化思想价值研究 崔利萍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64 文化自信与陕西文化资源利用研究 曹继红 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65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有效路径研究 宋吉玲 陕西师范大学

66 软实力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战略研究 王前锋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路径研究 杨晓华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68 习近平海洋战略思想研究 谢  茜 上海海事大学

69 中国共产党探索科技创新道路的历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杜  磊 深圳大学

70 南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创业意识调查研究 杨宝仁 塔里木大学

71 山西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肖爱丽 太原理工大学

72 习近平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研究 张笑龙 天津科技大学

73 马克思人本质理论的思想嬗变历程研究 高瑞华 天津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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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儒家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王丽君 天津商业大学

75 美育视域下艺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研究 王铁柱 天津音乐学院

76 新媒体传播方法在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的运用研究 敖成兵 皖南医学院

77 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地域化研究 张  瑾 武昌首义学院

78 绿色发展理念下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研究 任  艳 武汉大学

79 习近平政治生态思想逻辑结构及其基本特征研究 杜伦芳 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80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武月琴 武汉理工大学

81 革命文化对文化自信的滋养及现代性生长理路研究 贺艳芬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82 大学生增强“四个自信”的路径研究 孙坤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83 当前社会思潮对我国高校师生的影响研究 王宇颖 西安交通大学

84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研究 万志昂 西华大学

85 大数据视域下高校精准资助模式建构研究 罗丽琳 西南政法大学

86 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挑战与应对 王引兰 忻州师范学院

87 改革开放以来共享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启示研究 朱进芳 信阳师范学院

88 红色基因传承与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研究 丁一桓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89 大学生法治文化教育的政治认同导向研究 张格军 徐州工程学院

90 推进大学生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 王惠英 徐州工程学院

91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代  祥 宜春学院

92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 刘凯亚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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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 李金齐 中国矿业大学

94 习近平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 张玲玲 中国农业大学

95 习近平青年观研究 张树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96 全媒体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王佩连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97 微域网络思政教育探索与实践 杨东杰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98 敬业价值观引领高职学生社会责任感培育研究 匡和平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99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研究 杨向鹏 中央财经大学

100 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话语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张齐学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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