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域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 毕文锐 北京化工大学

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管理理念研究 陈松川 北京建筑大学

3 新时代公平正义思想研究 王晓青 北京交通大学

4 应对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研究 魏佳 北京科技大学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影响研究 郭云 北京联合大学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依据研究 马宁 北京农学院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研究 王晓广 北京师范大学

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研究 袁红 北京师范大学

9 新时代体育强国思想研究 班红娟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10 新时代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研究 熊仕葵 北京语言大学

11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研究 王家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

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络宣传研究 凌晓明 重庆大学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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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依据与破解路径研究 陈开江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1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干问题研究 吴少进 滁州学院

1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逻辑研究 于洪波 东北大学

1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金昕 东北师范大学

17 丝路精神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研究 李罕 东华理工大学

1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研究 游博 东南大学

1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脱贫的重要论述研究 宋平 福州大学

20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城市基层党建的经验与规律研究 李威利 复旦大学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方法论研究 肖巍 复旦大学

22 新时代我国新闻宣传使命研究 钟怡 复旦大学

23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研究 蒋红群 广西师范大学

2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认同的认知机制研究 谢年华 桂林理工大学

25 全面从严治党研究 辛宝忠 哈尔滨师范大学

26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研究 赵同良 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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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哲学语境中的“文化自信”研究 高策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8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社会心理基本问题研究 姚锡长 河南农业大学

29 红旗渠精神研究 王会民 河南师范大学

3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体制机制创新研
究

曾光顺 黑河学院

31 东北地域抗战文化资源融入“十四年抗战”史教学路径研究 王坤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32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 詹红菊 湖北工业大学

33 党的十九大对高校文化育人的新要求研究 陈艳 湖南大学

34 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科书传播革命精神研究 杨杨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35 习近平新闻思想研究 户松芳 湖南文理学院

36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实现机制研究 苏淼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37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性研究 朱孔军 华南师范大学

38 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研究 曹文宏 华侨大学

39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监察体制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张超 华侨大学

4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研究 常泓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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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提升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研究 程京武 暨南大学

42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研究 许惠芬 嘉兴学院

43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 张立鹏 江苏理工学院

44 八一精神研究 杨海贵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4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丁虎生 兰州理工大学

46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构建规律与路径优化研究 宋义明 聊城大学

47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提升研究 李中国 临沂大学

48 国家形象宣传片的传播效果调查研究 徐文静 临沂大学

4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研究 刘忠权 岭南师范学院

50 新时代群众观的丰富内涵及精神实质研究 陈冬 闽江学院

51 东北抗联精神研究 陈君 牡丹江师范学院

5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 王立 南京林业大学

5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内涵研究 尚洪波 南京师范大学

54 改革开放四十年依法治国的理论演进与实践规律研究 王芳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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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培育研究 张素蓉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5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论述研究 陈文旭 南开大学

57 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研究 吴克峰 南开大学

5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论述研究 肖光文 南开大学

59 中国农村改革历程成效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张洁 内蒙古财经大学

6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有效途径研究 吴曼 宁夏理工学院

61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研究 葛爱冬 齐鲁工业大学

6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方法论研究 李鑫 青岛科技大学

63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研究 赵联 青岛科技大学

64 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研究 徐晓霞 山东大学

6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研究 李卿 山东工商学院

66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我国基本国情研究 常春 山东科技大学

67 全面依法治国视阈下的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研究 苏守波 山东理工大学

68 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育研究 冯芸 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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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绿色发展理念研究 刘斌 山东师范大学

70 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刘现华 山东师范大学

7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鲜明特征研究 吴春雷 山东师范大学

72 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文化自觉和实践向度研究 张苓 山东艺术学院

7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大学生信仰构建研究 张濠 上海交通大学

7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王秀美 韶关学院

75 基于生态环境视阈下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 严兴文 韶关学院

76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研究 田芝健 苏州大学

7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众观研究 刘笑 天津财经大学

78 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研究 李孟国 天津大学

7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古代汉语》课程发展研究 刘昀 天津科技大学

8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研究 姚修杰 天津理工大学

8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刘文佳 天津商业大学

82 新时代健康中国思想研究 李笃武 潍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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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改革与创新研究 谢俊 武汉工程大学

84 推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 杨华 西安交通大学

85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张玲 西安理工大学

86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路径研究 邓春芝 西南大学

87 抗震救灾精神研究 王顺洪 西南交通大学

88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 赵正文 西南石油大学

89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动力机制研究 李江梅 新疆警察学院

90 新时代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产权重构研究 王冉 新乡医学院

9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研究 陈红军 星海音乐学院

9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 闫莉 宿州学院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升路径研究 杨希燕 长春工业大学

94 新时代高校“德育共同体”的建构和探索研究 任少波 浙江大学

95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 晋国群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9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进”研究 张五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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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革命文化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价值研究 岳修峰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9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时代新人的重要论述及当代价值研究 石亚玲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9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境界研究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

10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 赵国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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