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湘教工委通〔2020〕16号

关于 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精品项目、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立项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落实《关于实施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的

意见》（湘教工委发〔2019〕3号）精神，根据《关于 2020年继

续培育建设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的通知》

（以下简称“有关《通知》”）要求，经各高校推荐申报、专家评

审、结果公示等程序，遴选产生了 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精品项目、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立项名单（见附件 1、3）。根

据《关于举办“建行杯”第四届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暨全国大赛选拔赛的通知》（湘教通〔2018〕137号）和《关

于举办“建行杯”第五届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

通知》（湘教通〔2019〕128号）精神，公示产生了 2018年、2019

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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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项目（见附件 2）。其中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从 2020年 8月至 2022年 8月；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

项目支持期为 3年，从 2020年 8月至 2023年 8月。为做好项目

建设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扎实培育建设。各项目所在高校和项目负责人要严格按

照申报通知中所列项目建设标准和管理办法，有力推进项目实

施、完善优化项目建设、切实推动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全

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要积极探索形成具有可示范、可

引领、可辐射、可推广、可持续意义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推

动形成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校一品”或“一校数品”

的生动局面。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支持对象要定期到

高校开展理论宣讲，积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牵头开展具

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典型工作，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成果，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理论功底扎实、工作业绩突

出、作风务实清廉的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

二、强化管理考核。坚持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加强

项目培育建设工作管理考核。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申报书确定的

计划与目标以及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在指定时间节点提交

项目进展报告和总结报告。各项目所在高校要加强工作指导，进

行统一管理，提供条件保障，推广建设成果，确保建设实效。建

设期间，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将不定期对建设项目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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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各项目建设周期结束后，应按照其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要

求申请结项，如存在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撤项情形的，省委教育

工委、省教育厅将对项目进行撤项处理，追回项目支持经费，同

时削减所在高校下阶段有关项目申报名额。

三、严格经费管理。根据省财政厅《关于 2020年压减省级

一般性支出有关事项的通知》精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

2020年高校“双一流”建设专项（思想政治教育）资金中按照以下

预算定额分配经费：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不含 2018年、2019

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实践

育人项目）4.3万元；骨干队伍建设项目中，中青年骨干建设项

目 8.7 万元，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13 万元，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17万元，均为一次性拨付。各项目作为省级教改项目，纳入高

校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统计，职务（职称）评聘范围。各高校要

严格执行有关财务管理规定，专款专用、规范高效、合理合规使

用项目经费。要结合实际情况，统筹省级专项资金和学校自有资

金，加大对项目建设支持力度，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联系人：许抗、李永睿，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

二段 238 号省教育厅办公楼 902 室，电话：0731－89823585、

84720593，电子邮箱：hnjygwxcb@163.com。

附件：1．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立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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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2019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实践育人项目立项名单

3．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

目立项名单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教育厅

2020年 8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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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立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01 课程育人 中南大学 自动化专业“课程思政”机制构建与实践 王一军

20JP002 课程育人 湖南师范大学 新时代以培根铸魂为引领的“四梁八柱”基础课育人模式 陈文珍

20JP003 课程育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培养服务智慧农民富有工匠精神人才的《机械原理》课程育人研究与

实践
柳建安

20JP004 课程育人 湖南中医药大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体四翼”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刘登科

20JP005 课程育人 南华大学 核工业精神融入专业课程思政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颜桂花

20JP006 课程育人 湖南科技大学 《思修故事会》：有理有趣思政课堂探索 唐佳海

20JP007 课程育人 吉首大学 民族预科《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崔淑兰

20JP008 课程育人 湖南工业大学 《政治经济学》有机融入思政元素的研究与实践 罗拥华

20JP009 课程育人 湖南文理学院
“一平台三一体”式“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线上教学实效

提升探索与实践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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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10 课程育人 湖南工程学院 基于铸魂育人目标的《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谢卫平

20JP011 课程育人 湖南城市学院
“一围绕两贯穿三结合”构建《城乡规划原理与设计》课程育人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
曾志伟

20JP012 课程育人 邵阳学院 《法语》课程的思政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黄健钧

20JP013 课程育人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育工程骨干班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游训龙

20JP014 课程育人 长沙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一主线三强化四结合”教学模式

研究
蒋晓东

20JP015 课程育人 湖南工学院 高校思政课教学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型研究 廖阔

20JP016 课程育人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概论课“三融入”“三结合”教学模式建构 邱荷

20JP017 课程育人 湖南警察学院 铸就“忠诚警魂”——专业课程育人模式探索 周定平

20JP018 课程育人 长沙师范学院
“课程思政”视域下教师教育专业育人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小

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为例
胡薇

20JP019 课程育人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民政理念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张晓琳

20JP020 课程育人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路桥专业“八大工程”课程育人模式构建 陈丹

20JP021 课程育人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旅游英语》在线课程建设研究 陈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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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22 课程育人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以艺术滋养灵魂：打造高职《公共艺术》“悦”课堂 余思慧

20JP023 课程育人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四手联弹“和谐音”，唱响思政“协奏曲”——课程成果可视化育人

模式探索与实践
任晓晴

20JP024 课程育人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思政德智融合路径研究与实践 周啸

20JP025 课程育人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思情花艺，丝雨化人——高职《大学语文》课程育人研究与实践 尹莉

20JP026 科研育人 中南大学 产学研协同科研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刘咏

20JP027 科研育人 长沙理工大学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科研育人实践研究 唐青

20JP028 科研育人 湘南学院 应用型本科药学人才“科研+”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刘思妤

20JP029 科研育人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三维支撑、三阶融合”的科教协同育人体系建设 夏能权

20JP030 科研育人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四位一体”科研体系构建 李铁军

20JP031 实践育人 中南大学 “知行合一 学医致用”实践育人体系研究 常实

20JP032 实践育人 湖南大学 专业担当植入大学生乡村振兴社会实践研究 刘明然

20JP033 实践育人 湖南师范大学 “思政引领 德法兼修”的法学实践育人体系探索 陈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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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34 实践育人 湘潭大学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 杨建军

20JP035 实践育人 湖南农业大学 以“训”塑人，构建“1+N”实践育人新模式 陆海燕

20JP036 实践育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校军训“三全育人”模式实现路径研究 陈冬林

20JP037 实践育人 南华大学 以创业报国为内涵的双创实践育人体系建设 王湘江

20JP038 实践育人 吉首大学 本土民族艺术进校园实践育人项目 高昆

20JP039 实践育人 湖南工商大学 新时代“学讲做”三维联动实践育人模式的探索 曾晶

20JP040 实践育人 湖南理工学院 地方优秀文化融入高校实践育人路径研究 郭云峰

20JP041 实践育人 衡阳师范学院 “法治三进”德法兼修育人体系探索与实践 刘余香

20JP042 实践育人 湖南工程学院 “思政+创”理念协同引领，构建链条式创新创业实践育人新体系 方正军

20JP043 实践育人 怀化学院
“向善·笃行”公益课堂——地方本科院校“244”师范生实践育人

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焦音凯

20JP044 实践育人 湘南学院 思政课校内实践教学创新研究 周志洪

20JP045 实践育人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四结合”模式推进大学生劳动教育 刘红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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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46 实践育人 长沙学院 音乐文化支边实践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刘静

20JP047 实践育人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至美学院——一个基于实践、交互、体验的通识教育平台 戴薇

20JP048 实践育人 长沙医学院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体系的构建 夏艺珊

20JP049 实践育人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果实计划”——全链条式大学生实践育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陈阳

20JP050 实践育人 湖南女子学院 厚植家国情怀的多维度实践育人模式 文宁

20JP051 实践育人 长沙师范学院 构建泛实践育人体系，培养双型乡村小学教师 刘晓霞

20JP052 实践育人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劳动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刘悦丹

20JP053 实践育人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递升式、双融合、全链条、个性化”创新创业实践育人体系的构建

与实施
蔡薇

20JP054 实践育人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三方五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育人共同体构建研究 徐可晶

20JP055 实践育人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位一体”高职院校劳动实践育人体系创新与实践 陈湘黔

20JP056 实践育人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新思政”引领社团发展，“金钥匙”锻造出彩人生——新时代大学

生社团实践育人探索
马娜

20JP057 实践育人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构建“课堂+舞台”育人新模式，培养德艺双馨艺术人才 余会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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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58 实践育人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以非以文化传播为依托的“三区双线”专业群实践育人模式构建 李洪源

20JP059 实践育人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铸德 铸魂 铸梦——以“隆平精神”为引领，创建特色职院实践育人

体系
肖艳

20JP060 实践育人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 基于“大五人格模型”的体验式德育实践育人模式研究 刘玉红

20JP061 实践育人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践行“水育潇湘”，助力美丽乡村，坚定文化自信 马威

20JP062 实践育人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学徒制的实践育人体系构建——以湖南供电服务职工培养为例 徐振宇

20JP063 实践育人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高职院校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 付炜

20JP064 文化育人 湘潭大学 革命诗词文化的德育实践探索 孙明辉

20JP065 文化育人 湖南农业大学 六艺并举，构建职教师范专业“园丁工程”文化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 吴磊

20JP066 文化育人 湖南科技大学
深化协同联动，聚力文化育人——湖南科技大学“明月讲坛”校园文

化活动
尹风雨

20JP067 文化育人 吉首大学 吉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园文化育人建设 曾文

20JP068 文化育人 湖南工业大学
“一课二会三体验”——红色音乐舞蹈在高校文化育人中的探索与实

践
汤其林

20JP069 文化育人 湖南理工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校园舞剧《屈原》 王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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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70 文化育人 邵阳学院 地方革命文化育人的体系构建研究 阳素云

20JP071 文化育人 长沙医学院 “大医”文化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以长沙医学院为例 王斌

20JP072 文化育人 湖南工学院 工业文化融入“匠人”培育的探索与实践 肖中云

20JP073 文化育人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以美育人塑造“文化财经人”的探索与实践 林铁

20JP074 文化育人 湖南警察学院
美以载道，铸魂育人——构建以“忠诚文化”为核心的新时代公安院

校美育体系
张子闰

20JP075 文化育人 湖南医药学院 抗疫中的民族精神在高校文化育人中的探索与实践 吴媛媛

20JP076 文化育人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创新中医经典学习，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育人 陈美仁

20JP077 文化育人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构建“三传”育人体系，培养现代君子淑女 谢景峰

20JP078 文化育人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四融四维三方评价”劳动教育体系，打造湖南铁道特色文化育

人品牌
易今科

20JP079 文化育人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中华虞舜文化传承与职教德技并修创新实践 卢璐

20JP080 文化育人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骆驼精神，打造红色文化育人品牌 彭利余

20JP081 文化育人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以“智能工坊”为平台打造“工匠精神”传承教育新高地 郭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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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82 文化育人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立德、凝炼“三融文化”，铸魂育人、创新“文化思政” 禹明华

20JP083 文化育人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铁肩担当育匠才，路远行德走天下 何颖

20JP084 文化育人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五环相扣”的活动文化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 冯晴

20JP085 文化育人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社团+社团思政”学生社团的构建与实践 胡颖蔓

20JP086 文化育人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铸匠心，育匠才”——工匠文化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胡烽

20JP087 文化育人 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新时代英雄文化“四融合”育人模式研究 郑琼

20JP088 文化育人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建军工特色窗口 造宣传育人平台 张曼丽

20JP089 文化育人 保险职业学院 深化“12333”红色文化育人体系，培养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刘亦明

20JP090 文化育人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地方高校少数民族学生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 万移风

20JP091 文化育人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龙狮精神传承 五化五关育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 龙婷婷

20JP092 文化育人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雷锋精神进校园协同育人工程 喻友军

20JP093 文化育人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铁人精神内核的“五德共育”文化育人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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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094 文化育人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军—校”共建模式下大学生国防教育体系构建与实践 李俊才

20JP095 文化育人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文化人 推进新时代高职课程改革 张妍婷

20JP096 网络育人 湖南大学 高校融媒体“云思政”育人机制构建 李妍蓉

20JP097 网络育人 湘潭大学 基于“商驿”微信公众号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探索与实践 资义平

20JP098 网络育人 湖南农业大学 “3+1”融媒体育人平台建设与运行管理 胡烯锐

20JP099 网络育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普通高校网络思政供给结构改革与有效路径研究 李建兵

20JP100 网络育人 南华大学 基于“易班”的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平台探索与实践 李照

20JP101 网络育人 湖南工业大学 基于“易班优课+”的线上思政课堂创新与实践 陈勇

20JP102 网络育人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知行画社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徐晶

20JP103 网络育人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微时代下“微学工”网络育人平台体系建设 李涌涛

20JP104 网络育人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着力建设易班，开辟思想价值引领网络育人新阵地 李规

20JP105 网络育人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网络思政新模式，融合高校育人新体系 凌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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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106 网络育人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智慧职院系统——基于大数据与新媒体技术的高职院校思政课网络

育人体系建设
张程

20JP107 网络育人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学分银行”评价体系的德技协同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肖玉朝

20JP108 网络育人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新时代·新偶像”云资源众筹与应用 易启明

20JP109 网络育人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零代码”开发平台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应用 洪剑锋

20JP110 心理育人 长沙理工大学 “育心与育德相统一”的成长辅导体系的构建 龚勋

20JP111 心理育人 湖南中医药大学 建心树德与立德强心双融合构建“心育+”的大德育体系 葛金文

20JP112 心理育人 衡阳师范学院 静观心育创新平台的建构与实践 刘衔华

20JP113 心理育人 湖南科技学院 “同行·同步·同向”心理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胡敏辉

20JP114 心理育人 湖南女子学院 淑心坊——女院人的阳光家园 李满林

20JP115 心理育人 湖南信息学院 “四五”心理育人生态化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李永兰

20JP116 心理育人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搭建“心理云”平台优化医专心理育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罗湘莲

20JP117 心理育人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思维导航，润心育人——“两手抓四步走”高职院校心理育人新模式 何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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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118 心理育人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医校“双主体”合作构建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心理育人体系 陈娜

20JP119 心理育人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高职院校“匠心”精神养成心理育人新模式 曾宪红

20JP120 管理育人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大学生园区一体化育人平台建设 吴谦

20JP121 管理育人 湖南科技大学 “五管”并举打造育人共同体 戴树根

20JP122 管理育人 湖南城市学院 “六进公寓”新抓手，打造“三全育人”新格局 贺正宜

20JP123 管理育人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民办院校管理育人探索与实践 廖立彬

20JP124 服务育人 长沙理工大学 大数据时代高校精准就业服务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 曹瑛

20JP125 服务育人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后勤“四化”建设中服务育人的实践研究 李岚

20JP126 资助育人 湖南文理学院 基于“五化一体”构建文理特色精准资助育人体系 刘春晖

20JP127 资助育人 怀化学院 “助学·铸梦·铸人”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王立群

20JP128 资助育人 湖南医药学院 “三扶合一”构建医学生资助育人新机制 彭珊

20JP129 资助育人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铸魂育人为根本的“三横四纵闭环考评”资助育人新模式探索 王凤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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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别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20JP130 组织育人 湖南师范大学 “基地+项目+品牌”组织育人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鲁良

20JP131 组织育人 湖南工商大学 打造区校党建“共同体”，共绘育人“同心圆” 甘德健

20JP132 组织育人 湖南科技学院
“五坚持、四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推进“三全育人”工

作的探索与实践
郑向晖

20JP133 组织育人 湖南信息学院
构建“选—训—激”高校学生党支部书记培育模式，提升基层党支部

组织力
何燕

20JP134 组织育人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党建 4+”为引领，全力推进精准育人 李丹

20JP135 组织育人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党建翼联”为载体，构建内外联动组织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陈园

20JP136 组织育人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三味五色”引领商贸物流学生成长成才 苏云波

20JP137 组织育人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红色领帮团”：高校党团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陈思颖

20JP138 组织育人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五微一体”组织育人体系构建 曹伏明



－17－

附件 2

2018 年、2019 年“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实践育人项目立项名单

（不安排经费资助）

项目编号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20JP139 中南大学 青春护航——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性教育 冯瑶 周君男

20JP140 中南大学 悦音 APP 及小程序——用我们的声音，做盲童的眼睛 刘苗苗 李联凯

20JP141 湖南大学 花瑶花乡村儿童美育启蒙与创意设计 张鹏娟 张朵朵、李巍、荣辉桂

20JP142 湖南大学 滴水恩公益创业教育项目 唐苗 汪忠、曾晶、贺迅

20JP143 湖南大学 DR-TimeRing 全生命周期的糖网(DR)智能助手 汪振前
荣辉桂、汪忠、罗静、

李肯立

20JP144 湖南大学 游鲜生——生鲜电商助力精准扶贫 王茜婷 彭嘉芬、汪忠

20JP145 湖南大学 茶皂素提取——油茶产区可复制性扶贫技术 徐心昱 吴振军、刘桂良、朱国玮

20JP146 湘潭大学 百湘果非遗品牌文化传播中心 周祯真 王雅淇、左迎颖

20JP147 湖南农业大学 外婆家食品 董珊珊 张胜利、凌鹊、刘庆华

20JP148 湖南农业大学 橘友生物，助力科技扶贫——环保诱蝇球，解决果蔬虫害 莫博程 柏连阳、肖露、刘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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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所在高校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指导教师

20JP149 湖南工业大学 绣色十八洞苗绣开发有限公司 刘欢 杨勇波、温辉、石丽平

20JP150 湖南工业大学 “红色经典”红旅文创产品研发与推广 刘颖爽 姜夏旺、汪田明、罗方妍

20JP151 吉首大学 青蛙大王——湘希计划青蛙产业助力精准脱贫 李佳乐 彭立平

20JP152 吉首大学 小村官大情怀：酒台果蔬产业兴农模式 王云龙 胡显斌、刘俊、杜修望

20JP153 吉首大学 桃花虫王 龙若兰 黄兴龙、刘耀峰、曹成全

20JP154 湖南科技学院 油茶扶智——油茶籽废弃物二次开发 王珊 王宗成、赵荣生、胡蕙程

20JP155 湖南科技学院
伴农行者——数字孪生共享助农车间·中国数字乡村建设

引领者
李国琛

赵荣生、程智开、

王宗成、高鹏

20JP156 长沙学院 南楚韵·通道红 粟玉 贺辉、陈滨滨、李璇

20JP15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融创美妙普洱助力拉祜族脱贫——精准扶贫南六村 张扎发 邓小红、袁哲、赵绚丽、王峰

20JP158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湘西飞出“红凤凰”环保朱砂助力老乡建家乡 付诗雨 杨丽敏、王坤奇、吴宝善

20JP159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天下粮仓-构筑粮食人类命运共同体 叶天翔
全庆丰、向敏、王湘、

孙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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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队伍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人员类别 所在学校 姓名

20GG001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辅导员 中南大学 宋晓东

20GG002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师范大学 李超民

20GG003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湘潭大学 申永丰

20GG004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农业大学 熊亮

20GG005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科技大学 梁长平

20GG006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吉首大学 李洪雄

20GG007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工商大学 戴吉

20GG008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理工学院 鲁涛

20GG009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文理学院 周忠华

20GG010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城市学院 王琦

20GG011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工学院 伍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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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人员类别 所在学校 姓名

20GG012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谭凯

20GG013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罗珍

20GG014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易锦

20GG015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雷

20GG016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吴政清

20GG017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辅导员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阙庆华

20GG018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任永辉

20GG019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於清

20GG020 中青年骨干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陈娟

20GG021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中南大学 李玲芝

20GG022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辅导员 湖南大学 范媛吉

20GG023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辅导员 湖南师范大学 黄丽萍

20GG024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辅导员 湘潭大学 黎益君

20GG025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长沙理工大学 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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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人员类别 所在学校 姓名

20GG026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辅导员 南华大学 刘振中

20GG027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辅导员 湖南科技大学 莫江平

20GG028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工业大学 易棉阳

20GG029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城市学院 龙迎伟

20GG030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科技学院 廖雅琴

20GG031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工学院 刘斌

20GG032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吴彩虹

20GG033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李立华

20GG034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言意文

20GG035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树德

20GG036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刘妍君

20GG037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唐海珍

20GG038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周栋良

20GG039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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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类型 人员类别 所在学校 姓名

20GG040 优秀团队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王鸿

20GG041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湖南大学 吴增礼

20GG042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师范大学 周俊武

20GG043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湘潭大学 李雅兴

20GG044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长沙理工大学 谈传生

20GG045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南华大学 黄秋生

20GG046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科技大学 吴毅君

20GG047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文理学院 李红革

20GG048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科技学院 唐华山

20GG049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刘铁峰

20GG050 名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其他思想政治工作干部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罗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