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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 
文件 

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高职分会 
 

浙高职党研〔2017〕7号 

 
 

关于公布 2017年研究会科研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会员学校： 

研究会于 2017 年 3 月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7 年研究会科

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浙高职党研〔2017〕4号），得到了

各会员单位的积极响应，共收到各会员学校推荐的 198 项申报

课题，其中申报重点课题 82 项，一般课题 116项。经学术委员

会组织专家认真评选，确定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刘洋的《立德树

人视阈下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四成”育人路径探究》等 33项

课题获重点立项；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王明华的《从“思政课程”

到“课程思政”——基于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实证研究》等

45 项课题获一般立项（具体内容详见附件）。课题研究时间为

2017 年 5月起至 2018 年 4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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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做好 2017年研究会科研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精神，立项项目结题要求如下： 

1、对课题实行奖励制，即对评选为优秀的重点项目给予

1000 元的奖励，对评选为优秀的一般项目给予 500 元的奖励。

鼓励各会员学校对已被研究会批准立项的课题，本校给予适当

的经费支持。 

2、研究成果如为论文，须在公开刊物发表，其中重点项目

评为优秀的，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3、公开发表的成果须标注项目来源。 

例：【课题项目】本文系浙江省高职院校党建研究会 XXXX

年课题“XXX”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XXXX） 

4、课题研究如未能按时结题允许提交延期申请，延期仅限

一年。如超过延期期限仍未结题，课题将取消立项，课题负责

人两年内不予立项新课题，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当年将不予立

项新课题。 

5、延期课题不再参评优秀课题。 

6、延期课题如未通过结题评审，不予结题。课题负责人两

年内不予立项新课题，课题负责人所在学校当年将不予立项新

课题。 

希各课题负责人认真组织调研，精心撰写，力争出成果，

出精品。也希望未申请到立项的课题负责人能继续进行调研和

撰写，将其调研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参加 2017 年下半年的年会论

文评选。 

附件：研究会 2017 年科研项目立项目录表 

 

2017 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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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研究会 2017 年科研项目立项目录表 

2017 年重点科研项目立项 

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17A01 
立德树人视阈下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四

成”育人路径探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刘洋 

张合营、刘青春、王钟斌、

王和平、陆中恺 

2017A02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实践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徐腾飞 

邵锦平、俞宗庆、李丛伟、

金川涵、卜晓斌 

2017A03 
基于新媒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

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张健伟 

廖沙沙、童春铭、索奕双、

王翊 

2017A04 
家庭宗教信仰影响高校学生入党意愿的

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姜伟仁 

彭杰、傅卫东、刘菁、钱

玲、冯轶女 

2017A05 
基于图书馆文化承载平台的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途径研究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黄龙 李小兰 

2017A06 
以地域文化为载体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

教育研究——以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胡颖菲 吴琳、金小燕、陈海清 

2017A07 
新媒体时代高职院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传播机制创新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叶剑强 

李海琼、林晓峰、应巨林、

余少娜、刘洋 

2017A08 高职院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路径研究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靖高 鲁丹萍、童卫军、林海平 

2017A09 
以红帮文化促进高职生工匠精神培育的

实践与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余赠振 

冯盈之、张艺、王锡金、

方玉凤 

2017A10 
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背景下学生本土

文化自信培养研究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袁勇 刘仿强、王维平、章春苗 

2017A11 
挖掘与阐发：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人生

观构建的积极意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杨松涛 杨松涛、任杰玉 

2017A12 
“课程思政”思路下加强高职院校意识形

态建设的思考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廖东华 

宁凌志、孙鉴、黄义务、

胡行华、蔡亚芬 

2017A13 
“四个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全过程的路径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蔡亚芬 孙鉴、陈军强、王立华 

2017A14 
基于辅导员创业教育能力视角的思政教

育与创业教育融合研究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葛国宏 

虞红、葛奇伟、李赛英、

潘彩霞 

2017A15 
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大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状况的实证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文 

张娜、郭菲烟、冯坤野、

高波、李钊军 

2017A16 
以网络直播为平台的实习生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雪萍 金永淼、王苗 

2017A17 
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职“微党校”建

设研究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胡国光 

罗浩波、黄承、江爱芬、

芮明珠、王颜 

2017A18 
“互联网+”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

网络平台的构建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任嘉祺 宋伟文、黄会明 

2017A19 
我校“特殊学生群体”精准化帮扶体系构

建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方惠玲 孔帅、苏玲珑、陈敏强 

2017A20 
高职优质校建设背境下学生党员 KPI 构

建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陈璇 

曹仪民、徐娟、许艳、董

韩峰 

2017A21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与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蒋顺 
袁道福、胡琦、付初良、

苏依顺、鲍昊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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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17A22 
新形势下高校外语教学融入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机制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武晓燕 陈小近、吴唯、张霞霖 

2017A23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立德树人”实现路径

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王玉龙 

郭福春、邵月花、胡烨丹、

陈小腊、徐珍珍 

2017A24 
新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机制创新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何立萍 谢振旺、何世凯、谭晨晨 

2017A25 
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

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杜光 

徐峥、谢慧颖、尹晓盼、

王海瀛、王澜静 

2017A26 
基于沉浸式教学模式的高职思想政治教

育的研究与实践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徐千惠 陆书、李希哲 

2017A27 
新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机

制的创新研究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黄晶 徐飞跃、蒋钊杰 

2017A28 精.诚文化打造立德树人新引擎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晔 
郑义臣、李荣、吴从慧、

陈晔 

2017A29 
企业文化培育视野下高职“课程思政”建

设实施路径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张盈 

黎远波、沈娟凤、张仁贡、

刘述丽、苏孝敏 

2017A30 
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评价研究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黎远波 

王海稳、张永娇、张盈、

张燕、丁国浩 

2017A31 
基于信息网络化的高职院校大学生主流

意识形态认同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陆晓莉 

赵妮娜、王玮蔚、张云飞、

郑卫东、任一波 

2017A32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高职

院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李林军 

卜范达、孙伶俐、侯培玲、

姚瑜滢 

2017A33 
公益服务类社团在高校协同育人实践中

的功能及路径研究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潘建荣 

潘建荣、鲍学院、张思思、

蒋丽楠 

 

 

 

2017 年一般科研项目立项 

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17B01 
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基

于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实证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王明华 陈法明、程路 

2017B02 
基于“红色助手”培养的高职学生党员

榜样示范教育研究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袁菁红 

郑小飞、徐剑、曹爱娟、祝

丽霞、张水英 

2017B03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95 后”高职生寝

室人际关系研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费甜 

张益池、杨勇平、马文漪、

丁晨、李宾 

2017B04 
接受理论视阈下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思政

教育实效性研究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潘旭艳 

杨旭辉、王钟斌、沈楚、金

栋林、姚威 

2017B05 
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长效机制，提高党

建工作水平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沈丹 

宋琦、毛军伟、白岚、范啸、

戈秀龙 

2017B06 
红色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研究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唐黎 

邹建良、顾玲妹、杨德懿、

刘莉、苏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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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17B07 
“和”文化融入高校学生党员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践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索奕双 

张健伟、童春铭、傅晶晶、

廖沙沙、王翊 

2017B08 浙江省高职生马克思主义认同现状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包佳佳 
占建青、朱瑾、张志坚、李

娟、胡嘉苗 

2017B09 
“党性修养日记”助推党员成长实证研

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斯德斌 

王惠程、盛泽红、陈诗、李

雪菲、宋淑阳 

2017B10 
“互联网+育人”模式下高职学生抗逆力

提升路径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谢华 黄润华、朱芳敏、吴彩萍 

2017B11 
高校党员“信义先锋”考评管理体系研

究——以金职院建工学院为例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徐思 

邵锦平、金亮、叶威钿、应

玉明 

2017B12 
网格化管理模式下的高职院校学生党员

榜样示范体系研究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应玉明 

包靓、吴天昊、陈佳俊、王

飞非、朱倩 

2017B13 
“家文化”视角下的高职学生公寓建设

研究与实践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鲍芳芳 

张定华、游华丽、刘利峰、

杨天挺 

2017B14 
以“校友党课”为载体探索高职院校思

想政治教育新途径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林珊帅 

周红、杨天挺、戚音、邵冠

灵、杨超 

2017B15 
构建高校服务型党组织视阈下大学生党

员教育管理的研究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文凤 

吕慧静、何奕峥、曲小远、

金程凡、吴静 

2017B16 
微传播视阈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面

临的挑战与对策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蔡永森 

胡伟国、陈静静、彭苑茹、

李小丹 

2017B17 
基于社会实践视角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

的培养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张勰 

周妍妍、郑雪琦、向政、高

莎 

2017B18 
大学生寝室文化形成的动力特征分析及

其模型建构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光明 

金永淼、何国焕、朱建良、

张超锋 

2017B19 
地方文化与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融合路径

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邢国徽 

杜海清、洪煜、沈航、张志

国、孙晓锋、徐丽丽 

2017B20 
工匠精神融入高职教育“双创”人才培

养模式探究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张文绍 

范山胜、张安强、顾佳滨、

何斌、杨润娣 

2017B21 
基于传统文化传承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刘笑菊 

张海波、李文文、徐英、李

刚 

2017B22 
工匠精神引领下的现代职业教育对创新

型人才培养的研究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张思思 

李梁成、潘建荣、蒋丽楠、

鲍学园 

2017B23 
柔性管理视角下民办高职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路径研究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路雪 

徐铭、周伟毅、何康、赵乐

园、高玲 

2017B24 
自媒体环境下高职院校“微模式”网络

舆情工作引导探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徐振前 

钱永林、陈雷、刘和军、徐

飞 

2017B25 
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式教学影响学生专

业实践能力的研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李慈慈 

王晓漪、刘嘉、陶晓瑛、王

琼 

2017B26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先锋作用长效机制研

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徐军 张宇、周波 

2017B27 
“微网络”载体视阈下高职院校大学生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构建探究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徐晓峰 洪波、赵跃杭、王洪涛 

2017B28 
基于 COSO-ERM 框架的高职院校廉政

风险防控体系研究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蒋文超 

王忠孝、邵月花、张惠君、

陈小腊 

2017B29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的

价值论审视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易美宇 

洪伟、吕希、汤海萍、谢瑞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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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编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组成员 

2017B30 
高职专业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方法

策略研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肖紫嫣 

陈专、沈建国、郑少俊、姚

一娴、谢一岚 

2017B31 
高职院校党员教师“两学一做”学习模

式探究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应丽卿 

郑芝玲、杨兴江、朱法贞、

赵效萍、杨茜 

2017B32 
高职院校运用“互联网+党建”实践机制

研究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孙洪敏 

高峰、严勇杰、刘芳、丁莹

莹、陈玉燕 

2017B33 
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与高职思想政治教

育融合机制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曹慧群 

赵明、王江飞、毛近菲、杜

光、李奥运 

2017B34 
抗逆力视角下高职生实习期思想政治教

育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冯瑞元 齐晨辰、俞莹莹、张军 

2017B35 
优秀传统文化对旅游人才素质教育作用

体现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李希哲 

葛丽敏、陆理辉、吴珊、徐

千惠 

2017B36 
基于个性化培养的高职院校学生党员先

进性教育途径研究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毛近菲 曹慧群、王方 

2017B37 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辩证特质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李辉 
丁菁、袁伟妃、刘玮、杨荣

刚、王红辉 

2017B38 
基于传统文化的高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养成研究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余中樑 

李越深、丁菁、曾攀、李根、

黄静 

2017B39 
中国传统家规研究：以制度经济学为分

析框架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后宽 赵海峰、石曦、朱林悦 

2017B40 
基于“三课堂联动”的高职院校思想政

治教育载体创新研究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赵妮娜 

于美亚、陶慧、王琴、王玮

蔚、林世杰 

2017B41 
高职艺术院校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策略研究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王占霞 

马向东、郑智武、于圣唯、

胡芊 

2017B42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机制研

究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春贤 

黄南永、崔兴旺、吴国平、

魏玲 

2017B43 
高职院校学生党支部持续深化“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实践研究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张丹 

赵瑞晔、吕菱、朱晓玲、石

宇钦 

2017B44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育人”

实践体系研究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胡旭华 徐治彬、兰荫槐、姬磊 

2017B4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作用研究——以浙

江传统文化为视角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张义莎 

徐治彬、王华、姚瑜滢、吕

红雁、石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