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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机械职教政研会 2020 年度立项课题名单

（按单位类别并行政区划排序）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所在单位 负责人

重点课题：

1 SZ20A001 高职院校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研究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周家兴

2 SZ20A002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职院校“六抓六求”思政工作模式研究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李荣军

3 SZ20A003 培育世界一流高职学校文化软实力的探索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明晓辉

4 SZ20A004 新时期高职院校青年辅导员职 业成长机制研究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张 硕

5 SZ20A005 优秀企业文化全方位融入高职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的行动研究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 静

6 SZ20A006 网络信息化助推职业院校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林佳辉

7 SZ20A007 以“双高”建设为契机，深化推进清廉校园建设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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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Z20A008
扩招背景下职业院校学生分类治理策略研究——以应届扩招生源为

例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何国焕

9 SZ20A009 “三全育人”理念下高职院校学生思政工作创新研究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田 荣

10 SZ20A010 现代产业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研究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段贤勇

11 SZ20A011
“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实践与研究——以“数控机床控制

技术”为例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彭二宝

12 SZ20A012 立德树人视域下职业院校“工匠精神”的德育功能开发与运用研究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勇

13 SZ20A013
现代学徒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研

究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秧志强

14 SZ20A014 职业院校构建“五育并举”教育体系的研究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 军

15 SZ20A015 新时代高职院校青年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加强引导性研究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佳男

16 SZ20A016 浅议新时期职业院校青年学生思想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李 妍

17 SZ20A017 新时代职业院校基层党建工作制度体系研究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 希

18 SZ20A018
新时代中职学校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加强引导性研究——以重庆市

工业学校为例
重庆市工业学校 熊满川

19 SZ20A019
新时代高职院校“清廉校园”建设研究——以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为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刘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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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SZ20A020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职业院校治理深度融合研究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惠朝阳

21 SZ20A021 基于“五工”视域下的工匠特色校园文化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永亮

22 SZ20A022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一体化育人机制研究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张 威

一般课题：

23 SZ20B001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思想政治工作育人体系构建和实践研究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 虹

24 SZ20B002 在“疫情防控”非常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感召力研究 衡水技师学院 曹振良

25 SZ20B003 弘扬工匠精神，打造新时代机械制造名片 华北机电学校 王晨光

26 SZ20B004 中职学校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教育管理对策研究 华北机电学校 戴 红

27 SZ20B005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华北机电学校 董 飞

28 SZ20B006 机械行业职业院校 “ 双师型 ”青年教师群体思想政治状况研究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姜 伟

29 SZ20B007 “疫情防控”非常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感召力研究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崔承刚

30 SZ20B008 高职“党建+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实施路径研究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赵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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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Z20B009 应对时代大考高职院校思政课传承红色基因的必要性及路径研究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高丽波

32 SZ20B010
“双高计划”背景下基于双因素理论的高职院校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升

研究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黄可望

33 SZ20B011 当代影视文化融入高职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创新研究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王思梦

34 SZ20B012 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问题与策略研究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罗启宝

35 SZ20B013 “互联网+”背景下 00 后高职学生网络诚信教育路径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新亭

36 SZ20B014
拓展新时代高职院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路径的思考—基于校企合作

的视角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孟 进

37 SZ20B015 高职院校学生宗教信仰跟踪、反馈机制研究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庄婷婷

38 SZ20B016 基于“互联网+”与《悉尼协议》培养机电类学生工匠精神的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健

39 SZ20B017 创新创业类竞赛对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研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韩金臻

40 SZ20B018 抗疫时期发挥高校思政教育实效的路径探究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潘天君

41 SZ20B019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与实践——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为

例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龚 莉

42 SZ20B020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高职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有效路径研究 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李翔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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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SZ20B021 信息化语境下心理辅导室的建设与创新使用研究 淄博职业学院 李福伟

44 SZ20B022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思政

课教学改革研究—以武汉铁路职业学院为例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顾茜茜

45 SZ20B023 制造强国视阈下职业教育工匠精神培育路径研究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张 全

46 SZ20B024 新时代高职院校落实“三全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刘 珂

47 SZ20B025 鄂东红色文化精准融入属地高职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石功鹏

48 SZ20B026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机械行业职业院校公共基础教育改革与“时

代新人”培育研究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刘鹏程

49 SZ20B027 基于新时代职业院校员工精神文化新需求研究 湖北工程职业学院 陈彪彪

50 SZ20B028
“智造转型”背景下高职机械制造类 “芙蓉工匠”人才培养机制研

究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 芬

51 SZ20B029 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路径创新与实证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铃娣

52 SZ20B030 “大数据+课程思政”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及创新研究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祝 旭

53 SZ20B031 高职专业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何腾飞

54 SZ20B032 新时代高职院校 00 后女生宿舍和谐人际关系培育研究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文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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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Z20B033 疫情影响下高职“三全育人”体系构建的研究与实践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庞基赛

56 SZ20B034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工匠精神培育创新研究——基于

高职院校双高建设导向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梁庆杰

57 SZ20B035
新时代背景下以红色基因传承为载体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的路径研究

——以战“疫”英雄故事为例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李 燕

58 SZ20B036
“中国制造 2025”背景下提高广西高职院校机械制造类专业学生就业

质量的实践与研究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陆 莉

59 SZ20B037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余 钦

60 SZ20B038 中职学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研究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匡 礼

61 SZ20B039 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先进企业文化融合的探索与实践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正连

62 SZ20B040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罗玮琦

63 SZ20B041 重庆市红色资源在高职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应用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袁国贤

64 SZ20B042
在“疫情防控”非常时期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以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为例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蒋永彪

65 SZ20B043 新时代认知视角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研究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潘树兰

66 SZ20B044 转型期职业院校思政工作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机制搭建研究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 杨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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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SZ20B045
新冠肺炎疫情下高职院校基层党组织加强思想政治保障研究—以云

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金 松

68 SZ20B046 新时代高等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研究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皮 睿

69 SZ20B047 新媒体环境下的职业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 娟

70 SZ20B048
基于“六个共同体”视域的新时代高职思政课程改革背景下大学生理

想信念教育实践研究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金辉

71 SZ20B049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职业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与方法研

究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崇智

72 SZ20B050 高职思政课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刘江平

73 SZ20B051 革命精神融入职业院校青年学生思政教育研究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孟红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