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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 17HJ-DSDG-
00-004 夏小华

依法治国背景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法治教育有效性的路径研究

马院 思政 一般 通过

2 2017 17HJ-DSDG-
00-008 徐元韬

课程思政改革背景下我校国防教育
路径新探索

学生处 思政 一般 通过

3 2017 17HJ-DSDG-
ZD-001 范正飞

兼职教师党支部书记队伍专业化的
现实困境、发展路径与保障机制

组织部 党建 重点 免于鉴定

4 2018 18HJ-DSDG-
ZD-001 彭国樑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大学生不合格
党员退出再教育研究

管理学
院

党建 重点 通过

5 2018 18HJ-DSDG-
ZD-002 王瞿建

上海高校基层党建在推动城市文化
软实力提升中的功能性研究

版艺 党建 重点 通过

6 2018 18HJ-DSDG-
ZD-003 韦彪

新时期高校学风建设的问题、影响
因素及对策研究--以上海高校为例

学生处 德育 重点 通过

7 2019 19HJ-DSDG-
ZD-001 黄芳

高校外文网站的育人功能及其实现
路径研究

外语学
院、宣
传部

德育 重点 通过

8 2019 19HJ-DSDG-
ZD-002 宋悠悠

普通高校学籍管理中的法律风险分
析与防范

校办 高教 重点 延期一年

9 2019 19HJ-DSDG-
ZD-003 王新学

上海红色音乐文化在高校育人中的
价值及实现路径研究

材料 高教 重点 通过

10 2019 19HJ-DSDG-
ZD-004 刘振华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
重要论述研究

马院 思政 重点 免于鉴定

11 2019 19HJ-DSDG-
ZD-005 张芝

网络时代大学生学业拖延行为心理
机制及改善对策研究

学生处 思政 重点 延期一年

12 2019 19HJ-DSSG-
00-001 肖瑶

高校与社区党建联动，思想政治教
育双赢机制探索

基础学
院

党建 一般 通过

13 2019 19HJ-DSSG-
00-002 郑杰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提高大学生党
员发展质量的路径研究

组织部 党建 一般 延期一年

14 2019 19HJ-DSSG-
00-003 尹红健

新时代提升高校教工党支部组织力
的调查和研究

医食 党建 一般 通过

15 2019 19HJ-DSSG-
00-004 熊冕

高校学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
育人机制研究

材料 党建 一般 延期一年

16 2019 19HJ-DSSG-
00-005 张洪川

红色教育融入高校基层党建的困境
分析及实践路径--以上海红色教育

资源融入上海理工大学基层党建工
作为例

组织部 党建 一般 通过

17 2019 19HJ-DSSG-
00-006 庄园

浅谈学生党员在构建和谐宿舍中的
作用

基础学
院

党建 一般 通过

18 2019 19HJ-DSSG-
00-007 林盼盼

学士导师制下师生共同体党建工作
研究

能动 党建 一般 通过

19 2019 19HJ-DSSG-
00-008 郜嘉琪

探析“教育戏剧”在高校德育工作中

的价值及应用--以上海理工大学为

例

中英学
院

德育 一般 通过

20 2019 19HJ-DSSG-
00-009 朱垌烨

新时期高校资助工作价值引领的路
径探析

医食 德育 一般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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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019 19HJ-DSSG-
00-010 王艺

高校全媒体矩阵发挥德育功能的路
径研究

版艺 德育 一般 通过

22 2019 19HJ-DSSG-
00-011 梅琳

以教师岗位管理机制改革促进人才
队伍活力激发的研究

人事处 高教 一般 延期一年

23 2019 19HJ-DSSG-
00-012 仇丽娟 政府采购流程中的风险管理研究 财务处 高教 一般 通过

24 2019 19HJ-DSSG-
00-013 鲁思扬

发达国家产学研合作经验对我国现
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启示

规划处
（高教
所）

高教 一般 延期一年

25 2019 19HJ-DSSG-
00-014 金锟

“放管服”下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

探索
财务处 高教 一般 通过

26 2019 19HJ-DSSG-
00-015 梁立文

高校预算执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
究

财务处 高教 一般 通过

27 2019 19HJ-DSSG-
00-016 刘鹏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识
形态作用机制研究

校办 思政 一般 延期一年

28 2019 19HJ-DSSG-
00-017 朱旭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
及其引导策略研究

医食 思政 一般 通过

29 2019 19HJ-DSSG-
00-018 陈锦秀

马克思人学思想视野下大学生职业
能力提升路径

学生处 思政 一般 延期一年

30 2019 19HJ-DSSG-
00-019 黄莹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载体创新研究

中英学
院

思政 一般 通过

31 2019 19HJ-DSSG-
00-020 李思雨

新时期“海归”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研究

中英学
院

思政 一般 通过

32 2019 19HJ-DSSG-
00-021 钱海燕

新时代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的“组
织育人”质量提升研究

能动 思政 一般 延期一年

33 2019 19HJ-DSSG-
00-022 殷文华

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及精准帮扶对策研究

学生处 思政 一般 通过

34 2020 20HJ-DSSG-
00-004 宋一婷

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内涵及实现路径
研究

材料学
院

思政 一般 通过






	2021结题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