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学校名称

1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发展及实践要求研究 16JD710001 王文慧 东北大学
2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学校法治教育中的社会参与机制研究 16JD710002 车雷 中国农业大学
3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研究 16JD710003 王琳 中国农业大学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研究 16JD710004 易艳华 西南大学
5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研究 16JD710005 邵彦涛 华中师范大学
6 新中国成立以来协调发展演变历程及启示研究 16JD710006 吴小妮 烟台大学
7 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预防机制研究 16JD710007 程昆 商丘师范学院
8 西南边境地区社会治理精细化与开放发展研究 16JD710008 马友乐 钦州学院
9 推进中国绿色发展的机制研究 16JD710009 邓翠华 福建师范大学
10 三沙市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公共政策的中国生态智慧研究 16JD710010 李林杰 广东海洋大学
11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执政方略与施政实践研究 16JD710011 林善炜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12 习近平供给侧改革思想研究 16JD710012 曾晓辉 武昌理工学院
13 习近平互联网治理思想研究 16JD710013 吴现波 山东工商学院
14 习近平的历史观研究 16JD710014 马进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5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 16JD710015 马德成 河南科技大学
16 党史文化视阈下八一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 16JD710016 舒醒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7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16JD710017 张进军 华侨大学
18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当代审视 16JD710018 李瑞德 福建师范大学
19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劳动者获得感研究 16JD710019 郭学静 泰山医学院
20 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义思想与当代中国共享发展研究 16JD710020 王文峰 临沂大学
21 列宁东方理论与中国道路探索研究 16JD710021 周丽君 安阳师范学院
22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基于文化认同视 16JD710022 张志军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研究 16JD710023 化国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4 国际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外部原因研究 16JD710024 蒋跃波 丽水学院
25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16JD710025 张宗伟 滨州医学院
2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16JD710026 左伟 广东医学院
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及世界意义研究 16JD710027 李龙强 西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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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体系建构研究 16JD710028 孙德海 聊城大学
29 中国道路形成发展的学习机制研究 16JD710029 方建 西南大学
3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统一研究 16JD710030 常宗耀 北京建筑大学
31 启蒙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16JD710031 高梅 北方民族大学
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探微 16JD710032 王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3 农业院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路径研究 16JD710033 许静波 东北农业大学
34 新媒体条件下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16JD710034 何莲 长江师范学院
35 国学教育视角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16JD710035 侯秋月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3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大学生法律信仰培育路径研究 16JD710036 尹乃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37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研究 16JD710037 徐国立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38 纪念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 16JD710038 刘伟 广东药学院
39 友善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及其培育践行研究 16JD710039 何云庵 西南交通大学

40
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资源的路径和
推进机制研究

16JD710040 刘金龙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41 自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传播机制研究 16JD710041 闫宏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表达与内化途径研究 16JD710042 刘潇滨 山西传媒学院
43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文化观研究 16JD710043 粟莉 广东药学院
4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基于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契合性的视 16JD710044 房广顺 辽宁大学
45 以民俗文化推进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机理及路径研究 16JD710045 万远英 西华大学
46 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的育人功能及其现实启示 16JD710046 张文 泰山学院
47 “一带一路”战略下电力企业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 16JD710047 苏波 上海电力学院
48 “两弹一星”创新精神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16JD710048 代艳丽 南华大学
49 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研究 16JD710049 李慧琳 首都师范大学
50 近代中国历史漫画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效果研究 16JD710050 孔祥宇 中国政法大学
51 习近平历史观及其融进《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策略研究 16JD710051 方玉萍 滁州学院
52 “互联网+”条件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研究 16JD710052 李亚青 河北农业大学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活化研究 16JD710053 王咏梅 沈阳大学
54 近现代爱国歌曲在高校思政课中的运用研究——以《概论》课为例 16JD710054 刘建望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5 “网络成长”视域下大学生入党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16JD710055 夏春雨 温州大学
56 社会思潮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 16JD710056 杨伟才 福建工程学院
57 新时期新疆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与大学生政治参与相关性研究 16JD710057 孙玉翠 伊犁师范学院
58 高校大学生爱国主义隐性培养体系的研究 16JD710058 李金林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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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大学校园景观文化的教育功能探索与研究 16JD710059 罗海鸥 岭南师范学院
60 洪湖湿地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育人路径研究 16JD710060 彭贤则 湖北工业大学
61 仪式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16JD710061 周宪 华南师范大学
62 法治社会视阈下大学生契约精神养成研究 16JD710062 苏守波 山东理工大学
63 高校思政课卓越教师核心素养培育研究 16JD710063 张海燕 山东工商学院
64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及其实践机制研究 16JD710064 冯灵芝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65 建国初期党对上海慈善组织的治理改造 16JD710065 郝志景 复旦大学
66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福利事业建设研究（1949-1966） 16JD710066 龙国存 浙江中医药大学
67 毛泽东民主理论与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 16JD710067 彭臻 湘潭大学
68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研究 16JD710068 侯业智 延安大学
69 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能力建设探究——以北京高校为 16JD710069 苗伟东 中华女子学院
70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研究 16JD710070 张泽一 北京联合大学
71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16JD710071 唐少莲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72 毛泽东群众路线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6JD710072 李政一 聊城大学
73 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制度治党比较研究 16JD710073 邹焕梅 山东建筑大学
74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日籍国际同志”群像研究 16JD710074 徐世强 天津商业大学

75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逻辑一致性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原理视角

16JD710075 曹洪滔 东北大学

76 中央苏区国家治理的实践与经验启示研究 16JD710076 陈华平 江西理工大学
77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 16JD710077 唐美云 中南民族大学
78 共享发展的微观收入分配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16JD710078 吴星泽 南京审计学院
79 江西小三线建设历史与经验研究 16JD710079 葛维春 宜春学院
80 开放发展理念研究 16JD710080 孙兰英 天津大学
81 协调发展研究 16JD710081 孙代尧 北京大学
82 共享发展研究 16JD710082 于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83 高校师生关注的理论热点研究 16JD710083 魏佳 北京科技大学
84 高校理论舆情热点研究 16JD710084 袁本新 暨南大学
85 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 16JD710085 金筱萍 武汉大学
86 基于实践体验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研究 16JD710086 马晓燕 东北师范大学
87 创新发展研究 16JD710087 覃川 清华大学
88 红岩精神研究 16JD710088 黄蓉生 西南大学
89 古田会议关于党的纪律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6JD710089 李方祥 福建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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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沂蒙精神研究 16JD710090 费聿辉 临沂大学
91 焦裕禄精神研究 16JD710091 吴宏亮 郑州大学
92 大庆精神研究 16JD710092 宋玉玲 东北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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