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百色起义精神研究 19JD710001 徐魁峰 百色学院

2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研究 19JD710002 王在全 北京大学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研究 19JD710003 张梧 北京大学

4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研究——以学生沟通机制为切入点 19JD710004 李海燕 北京大学

5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19JD710005 马超林 北京化工大学

6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理论内涵与世界意义研究 19JD710006 张欢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7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亚太经济一体化研究 19JD710007 张国军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8 女排精神研究 19JD710008 李慧 北京体育大学

9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回应研究 19JD710009 徐爱钰 滨州医学院

10 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力研究 19JD710010 刘晓华 常州大学

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现路径研究 19JD710011 钱国君 成都师范学院

12 思想政治教育认知问题研究 19JD710012 屈陆 成都学院

13 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与自律机制研究 19JD710013 周辉 重庆大学

14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19JD710014 顾飞 重庆工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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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基于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新时代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研究 19JD710015 易淼 重庆工商大学

16 社交媒体环境中高校舆情事件传播规律及引导研究 19JD710016 柴樱芝 重庆工商大学

17 意识形态领导权与高校思政课话语自觉研究 19JD710017 陈晓曦 滁州学院

18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大学生头脑研究 19JD710018 张新奎 大连理工大学

19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路径研究 19JD710019 孙凡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 新时代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研究 19JD710020 严蔚刚 东北师范大学

21 “以人民为中心”生态利益观研究 19JD710021 虞新胜 东华理工大学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研究 19JD710022 户晓坤 复旦大学

2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19JD710023 孙芳露 复旦大学

24 粤港澳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路径比较研究 19JD710024 李琳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5 政治仪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19JD710025 王翠华 广州大学

2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论述与党史国史研究 19JD710026 李元鹏 贵州师范大学

27 琼崖革命精神研究 19JD710027 杨素稳 海南大学

28 党的组织力与群众路线的配合与调适研究 19JD710028 张可辉 海南大学

29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观研究 19JD710029 王庆江 河北经贸大学

30 塞罕坝精神研究 19JD710030 徐凡 河北师范大学

31 自媒体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19JD710031 徐金超 河南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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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典型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9JD710032 马二杰 河南师范大学

33 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及中国实践研究 19JD710033 张保伟 河南师范大学

34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 19JD710034 闫伟 菏泽学院

35 全面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研究 19JD710035 丛喜权 黑河学院

36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9JD710036 杨俊 湖北工业大学

37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维稳工作经验教训研究 19JD710037 马翠兰 湖北经济学院

38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研究 19JD710038 刘近 湖南大学

39 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以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研究 19JD710039 刘玉珂 湖南大学

4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伦理意蕴研究 19JD710040 许银英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41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时代党的建设研究 19JD710041 魏勃 华北理工大学

4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逻辑研究 19JD710042 杨建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43 特区精神研究 19JD710043 林妙珊 华南师范大学

4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19JD710044 王干 华中科技大学

4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研究 19JD710045 蔡孝恒 华中科技大学

46 大数据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准传播研究 19JD710046 朱琳 吉林财经大学

47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高质量发展研究 19JD710047 孙贺 吉林大学

48 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高质量发展研究 19JD710048 魏晓莎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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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 19JD710049 王云霞 吉林农业大学

50 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研究 19JD710050 何小勇 暨南大学

51 新发展理念的人本意蕴及意义指向研究 19JD710051 关雯文 金陵科技学院

52 奋斗幸福观的理论内涵及当代价值研究 19JD710052 刘诗贵 井冈山大学

53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定位、领航的研究 19JD710053 曾骊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54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19JD710054 张宪昌 聊城大学

55 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共和国婚姻制度研究 19JD710055 董怀良 聊城大学

5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19JD710056 张凡俊 临沂大学

57 文明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19JD710057 田江太 洛阳师范学院

58 生态文明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 19JD710058 荆克迪 南开大学

5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研究 19JD710059 查正权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研究 19JD710060 毛升 宁夏大学

6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共产党与中东欧左翼政党党际交往研究 19JD710061 刘洪霞 青岛大学

62 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内涵及路径研究 19JD710062 林岩 青岛农业大学

63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19JD710063 鲁昕 曲阜师范大学

64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经验研究 19JD710064 常辉 山东大学

65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研究 19JD710065 房世刚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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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研究 19JD710066 孙健 山东科技大学

6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论述研究 19JD710067 朱燕 山东师范大学

68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意蕴及实践路径研究 19JD710068 史家亮 山东师范大学

6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研究 19JD710069 房玉春 山东中医药大学

7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维特征研究 19JD710070 张光紫 上海政法学院

71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思想建设从严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价值研究 19JD710071 连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72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19JD710072 毛小扬 四川美术学院

7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研究 19JD710073 贺敬垒 天津大学

7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生成和发展机制研究 19JD710074 张江芬 天津商业大学

7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 19JD710075 张文辉 同济大学

76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研究——以高校实践育人协同体系建设为例 19JD710076 洪晓畅 温州医科大学

77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青年研究 19JD710077 白云华 武汉大学

7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 19JD710078 王晓曦 武汉科技大学

79 新时代高校师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状况与对策研究 19JD710079 张英 武汉科技大学

80 高校网络文化治理队伍的协同体系建设研究 19JD710080 马蕾 西安理工大学

81 新时代航天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9JD710081 陈建有 西北工业大学

8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19JD710082 史小宁 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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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研究 19JD710083 王胜利 西北政法大学

84 文化自信视域下大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19JD710084 李栋宣 西南大学

85 新媒体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防范研究 19JD710085 车放 西南大学

86 新时代大学文化建设研究 19JD710086 邓湖川 西南大学

87 雷锋精神研究 19JD710087 张佑祥 湘潭大学

88 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研究 19JD710088 刘奇 新乡医学院

89 南泥湾精神研究 19JD710089 杨利文 延安大学

90 “党的全面领导”的整体性与系统运行逻辑研究 19JD710090 尤传斌 仰恩大学

91 边疆民族地区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研究 19JD710091 刘丽琼 云南师范大学

9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及逻辑体系研究 19JD710092 韩亚男 长春工业大学

93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研究 19JD710093 王维新 长沙师范学院

94 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感的科学测度、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 19JD710094 谢嘉梁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9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研究 19JD710095 沈定军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96 新中国70年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研究 19JD710096 王娜 中国农业大学

97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青年工作研究 19JD710097 于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9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研究 19JD710098 陈锡敏 中国人民大学

9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公安院校思政理论教育研究 19JD710099 贺学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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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研究 19JD710100 李娟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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