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遵循“三大规律”的重
要论述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4 韩宪洲 北京联合大学

2
高校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的宣
传教育策略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9 蒲清平 重庆大学

3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精准化及实践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0 钱云光 电子科技大学

4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生态构建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关键问题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3 童志祥 哈尔滨工业大学

5 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3 戴毅斌 湖北工业大学

6 新时代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引领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1 申覃 湖南商学院

7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公共空间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20 展伟 淮阴师范学院

8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国际对话能力提升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6 谢煊 暨南大学

9 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方法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5 王金平 南昌师范学院

10 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测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5 何旭娟 南华大学

11 高校科研育人的内涵与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1 邴浩 清华大学

12 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实践性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7 薛继东 山西财经大学

13 高校口述党史育人机制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2 孙明杰 泰山学院

14 高校网络育人体系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4 汪峰 皖南医学院

15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使命感提升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8 连灵 西安工程大学

附件6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立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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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路径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7 李益顺 湘潭大学

17 地方高校“三全育人”的实现路径和效度评价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9 叶柏森 扬州大学

18 新时代增进大学生对党的认同教育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6 胡晓敏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

19 民办高校党的建设融入学校治理体系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02 陈乐敏 浙江树人学院

20 高校党组织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工作 19JDSZ1018 杨子强 中国人民大学

2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导下的大学生政治
认同提升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1 曹辉 北京化工大学

22 立德树人背景下基于PDCA理论的高校基层党员教育管理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1 侯明佳 北京理工大学

23
基于大数据的高校心理危机“实时评估-智能风控-危机干预-
发展可塑”智能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9 王会丽 重庆大学

24 新时代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7 陶达 重庆科技学院

25 大数据视阈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构建及实现路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2 常硕 重庆邮电大学

26
短视频视觉化传播中的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研
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6 李双贵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7 政治仪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6 吴帆 广东药科大学

28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高校出国学习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5 时昌桂 广西民族大学

29 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工作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2 卢秀峰 广州美术学院

30
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隐性教育研究——基
于积极心理学与情境创设理论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1 王敬国 哈尔滨师范大学

31 互联网条件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创新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5 李丽鹏 合肥工业大学

32 新时代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等群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4 蒋笃君 河南工业大学

33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核心能力构建与职业化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6 谭雪青 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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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高校优秀网络文化作品培育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8 田全喜 湖北经济学院

35 大学生事务管理法律风险的类型化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8 徐喜春 华南理工大学

36 融媒体视域下朋辈互溢式价值观养成模式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6 赵东方 吉林师范大学

37 “后真相时代”高校舆情事件的分析及应对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4 王胤 江南大学

38 高校网络舆情事件应对决策模型构建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0 杨仲迎 江苏师范大学

39
“强军梦”背景下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地方高校大学
生征兵对策及路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4 张磊 荆楚理工学院

40 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4 陈义 闽江学院

41 区块链视域下高校精准资助育人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策略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3 胡邦宁 南昌大学

42 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防范宗教渗透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3 王艳 南通大学

43 新时代基层学生党组织建设创新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0 刘怀东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4 学生社团管理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7 费江波 宁波大红鹰学院

45
基于用户体验的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亲和力评价及提升策略研
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5 王智腾 宁波大学

46 基于大数据的本科生学习预警与学风建设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3 吕振 山东建筑大学

47 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组织力提升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2 侯仕福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48 网络参与视野下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5 程玉莲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9
大学生“互联网+”素养研究：素养内涵、量表设计及现状分
析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3 张帆 上海理工大学

50 新时代视域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意识形态认知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1 刘鑫 天津工业大学

51 新时代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6 杜志惠 天津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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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00后”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与路径的实证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9 葛佳佳 天津外国语大学

53 基于社会支持系统重构的大学生自杀预防和干预体系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9 郑节霞 温州医科大学

54 高校突发事件触发的网络话语权危机及其应对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7 赵癸萍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过程中辅导员工作角色实现机
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7 徐海楠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56
道德主体性视域下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8 高琼 西安交通大学

57
文化自信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教育的内容构建与
实践创新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0 郭维刚 西安体育学院

58 大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高校公信力提升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0 王嘉闻 西安外国语大学

59
“立德树人”引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发展趋势、
关键问题与引领机制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1 姚远 西南石油大学

60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9 杨化 西南政法大学

61
嵌入视角下高校众创空间基于“创业学习”的实践育人实效
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24 尚雪梅 燕山大学

62
“掌心党建”在新时代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中的实践创新研
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8 赵攀 豫章师范学院

63
高校辅导员职业压力、职业倦怠实证调查与职业幸福感提升
策略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8 梁青青 长安大学

6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伦理规约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03 陈小芳 浙江财经大学

65 “时代新人”视域下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升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9 林洁 浙江工业大学

66 高校“灰色网络舆情”有关问题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2 叶阿萍 浙江科技学院

6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幸福的重要论述融入大学生幸福教育的路
径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50 郑小方 浙江万里学院

68 高校网络素养教育融合式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17 梁丽 中国计量大学

69 国家安全教育案例库建设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32 王熙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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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00后”大学生人格特质、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
研究

辅导员骨干专项 19JDSZ3045 张卓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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