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学校名称 申请人

1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屠静芬

2 长征精神研究 遵义师范学院 李懋君

3 当前思想理论领域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徐志宏

4 新常态下的民生建设研究 武汉大学 胡建兰

5 延安精神研究 延安大学 臧爱绒

6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 中国农业大学 张晖

7 西柏坡精神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李建强

8 先驱精神研究 复旦大学 刘学礼

9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央财经大学 李娟

10 抗战精神研究 湘潭大学 李佑新

11 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教育功能研究 复旦大学 沈冰清

12 红船精神研究 嘉兴学院 赵金飞

13 基于媒介生态视角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南开大学 徐曼

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评审结果公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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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井冈山精神研究 井冈山大学 陈钢

15 当代青少年宪法教育实践研究 清华大学 王振民

16 苏区精神研究 赣南师范学院 程小强

17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项晨光

1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众化的长效机制研究 常州工学院 王萍霞

19 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及其创新性研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李仙娥

20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科学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专题研究 安庆师范学院 王先民

21 习近平民生思想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王美玉

22 习近平青年修德观研究 浙江中医药大学 方年根

23 三个“自信”视野下的新闻理论体系建设研究 黄淮学院 刘枫

24 十八大以来中共公平正义思想新进展 乐山师范学院 蒋政

25 调整产业结构视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机制研究 福建师范大学 王勇

26 全面深化公安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江苏警官学院 薛向君

27 基本经济制度视阈下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研究 天津理工大学 乔惠波

28 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建设研究 钦州学院 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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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 福建江夏学院 曾正滋

30 经济新常态下民族地区政府角色转换问题研究 广西中医药大学 颜维海

31 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 河北大学 陈海英

32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问题研究 北京建筑大学 汪琼枝

33 技术理性的批判与救赎:马克思实践理性思想研究 东北大学 张晓红

3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当代创新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陈乐

35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回溯”现象研究 潍坊学院 王幸平

36 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典作家国际主义思想发展研究 湖州师范学院 李爱敏

37 刘少奇民生理论与实践研究 河北大学 左华

38 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体系构建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 聂立清

39 基于微信平台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天津市职业大学 王良青

40 厘清与强化：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实现路径 浙江师范大学 章剑锋

41 国际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研究 河南大学 殷华成

42 《资本论》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 安徽财经大学 张早林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色”研究 山东财经大学 于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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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 严文波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利益分配的公正性研究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朱丽莉

46 协商民主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钦州学院 罗福勇

47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武铁传

4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理论研究 邵阳学院 阮春晖

49 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铁道警察学院 张学岚

50 习近平总书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要论述研究 烟台大学 董晔

51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郑焱

52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的实现与开发 中华女子学院 王宏亮

53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研究 徐州工程学院 梁化奎

54 湖北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严雄飞

55 传承与引领：红色文化与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研究 赣南师范学院 程小强

56 中华美学精神的美育内涵研究 吉林大学 张羽

5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理论研究 北京舞蹈学院 金浩

58 媒介融合视域下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美育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 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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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海洋文化全球传播之关系研究 大连艺术学院 王文权

6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释义 河北经贸大学 李伟斌

61 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研究 湖南理工学院 廖良初

62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开展世界领先科技创新活动的辩证法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 孟凡艳

6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公共政策导向机制研究 南华大学 彭建军

64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胡伟

65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的有效性测度研究 山东大学 闫惠惠

66 大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引领研究 暨南大学 庄汉文

67 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新媒体建设的协同演化路径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李华昌

68 高校思政课协同贯通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体系建构研究 安顺学院 秦朗

69 基于“自媒体漫画”的青少年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牛旻

7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关系研究 长沙师范学院 唐顺利

7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集体主义共域性研究 洛阳理工学院 赵壮道

7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
院

余志伟

7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研究 忻州师范学院 徐晓琴

74 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价值观认同的实证研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朱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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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高校思政课青年教师胜任力提升机制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 冯昊青

76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陆信礼

77 自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建构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 刘娜

78 “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政治信仰心态培育研究 湖北工业大学 郭秀兰

79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挑战、机遇与应对策略研究 长江师范学院 代浩云

80 中国精神在当代我国大学生中的培育和践行研究 北京化工大学 蔡永海

81 依法治国视阈下大学生法治观念养成路径研究 黑河学院 魏连俊

82 高校校园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机制研究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罗先奎

83 大学章程治理视角下高校工会组织维权职能的研究 广东药学院 赵兰芳

84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黄长义

85 新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历史及经验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 祝猛昌

86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大都市的经验研究——以上海为例的讨论（1949-1959） 复旦大学 邓杰

87 党的学习活动历程及其经验研究 山东艺术学院 卜昭滔

88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成效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949-1956） 河南科技大学 纪中强

89 土地政策增进农民对党认同的历史考察 山东工商学院 陈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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