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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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 

 
 

关于公布研究会2016年科研项目结题情况的通知 
 

根据研究会《 关于公布 2016 年研究会科研项目立项的通
知》（浙高职党研〔2016〕7 号）和《关于 2016 年研究会科研
立项项目结题的通知》（浙高职党研〔2017〕2号）文件精神，
各课题负责人进行了结题申报，经研究会学术委员会认真评审，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齐小萍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行转
化教学模式创新研究》获优秀重点项目结题，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周曦的《微信谣言传播分析对高职反邪教工作的启示》等 6
项获优秀一般项目结题。另有 8项 2016年重点项目、18 项 2016
年一般项目及 5项 2015年延期项目结题。5 项 2016 年重点项目
和 11 项 2016年一般项目同意延期结题。 

2 项 2016年重点项目和 2 项 2016年一般项目不予结题。 
1 项 2016年一般项目取消立项，1项 2015年延期项目取消

立项。现予公布。 
附件 1：研究会 2016年科研项目结题情况表 
附件 2：研究会 2015年延期项目结题情况表 

2017 年 5月 12日



- 2 - 
 

附件 1：研究会 2016年科研项目结题情况表 

重点科研项目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结题情况 

1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知行转化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齐小萍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6A03 优秀结题 

2 高职院校基层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王瑾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16A01 结题 

3 列宁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探索 廖沙沙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6A04 结题 

4 基于人文课程支撑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策略研究 张志坚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6A05 结题 

5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模式优化与机制创新研究 王苏婷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6A07 结题 

6 服务学习：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孙鉴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6A09 结题 

7 互联网+党建——新时期高职党建工作的创新探索与实践 贾敏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2016A11 结题 

8 高职院校创建“党建+”新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 李海琼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2016A12 结题 

9 践行“三严三实”深化高职院校“三型”党组织建设 徐佩玉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6A14 结题 

10 
基于书院制管理模式的高职院校心理危机防范与干预机

制研究——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龚子君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6A08 不予结题 

11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党课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蒋雪芬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6A13 不予结题 

 

一般科研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结题情况 

1 微信谣言传播分析对高职反邪教工作的启示 周曦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6B12 优秀结题 

2 习近平德育思想内容初探 何文亮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2016B18 优秀结题 

3 信息碎片化时代高职思政理论课的应对教育 徐琴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6B23 优秀结题 

4 
基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大学生“三个自信”培养路径——

以舟山鸦片战争历史文化资源为例 
徐英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2016B29 优秀结题 

5 
专业化“志愿服务组织”在高职院校中的实践——以金华地

区为例 
何康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2016B30 优秀结题 

6 校地合作的“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教育模式研究 吕青云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旅游

与健康职业学院 
2016B35 优秀结题 

7 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刘晓杰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2016B02 结题 

8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学生党员教育研究 李蕾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3 结题 



- 3 - 
 

序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结题情况 

9 高职院校学生党员顶岗实习期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刘利峰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4 结题 

10 新常态下高校帮困育人的有效性及保障机制构建研究 陈之顺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5 结题 

11 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中党员榜样示范教育研究 魏雷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6 结题 

12 论加强高职院校新闻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胡嘉苗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7 结题 

13 
婺州文化助推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以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 
卜晓斌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8 结题 

14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联动机制研究 朱登胜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6B09 结题 

15 学生党员预备期答辩开放式评价机制的研究 张洁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016B10 结题 

16 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深化研究 季铭婧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6B11 结题 

17 大学生党员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金明磊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2016B15 结题 

18 立体化教学模式下高职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研究 金宫女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6B21 结题 

19 以大学生职业素养提升为导向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潘秀秀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6B24 结题 

20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创新研究 周敏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16B25 结题 

2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究 张安强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

学院 
2016B28 结题 

22 马克思信仰学说视角下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罗科萍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2016B31 结题 

23 列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杨荣刚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2016B34 结题 

24 互联网+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 应马忠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016B37 结题 

25 基于关键业绩指标的高职院校教师党支部考评体系研究 胡芊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2016B20 不予结题 

26 基于“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党员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谢剑峰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2016B26 不予结题 

27 “双微”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重构 林男 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6B22 取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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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研究会 2015年延期项目结题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项目编号 结题情况 

1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

程研究——以“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为例 
胡峻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2015B01 结题 

2 
提高高职院校校青年教师师德师风的若干思考——

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严峻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2015B11 结题 

3 高职院校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及协作机制研究 张定华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5B13 结题 

4 
高校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两所高校为

例 
吴艳艳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2015B14 结题 

5 大学生家庭责任感培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刘惠新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2015B23 结题 

6 以责任为核心的“文化校园“建设研究 刘玲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5A05 取消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