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单位 申报人 成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奖项

1 江苏师范大学 刘文晓 个人在高等教育选择中的信息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特等奖

2 南京邮电大学 李玉倩 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困境：交易成本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中国高教研究 特等奖

3 南通大学 吉明明 学院治理：结构·权力·文化 科学出版社 特等奖

4 苏州大学 周毅/李卓卓 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 中国大学教学 特等奖

5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吴岳军 传统手工技艺“现代传承人”培养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 特等奖

6 扬州大学 吕红梅/金峰 大学生学情变迁与高校办学质量问题的再思考 江苏高教 特等奖

7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建荣/杨润贤/王斌 基于现代学徒制的高职学生“软技能”培养 教育与职业 特等奖

8 常州工学院 陈功 高校跨界创新训练实践与分析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一等奖

9 河海大学 李晓东/顾正娣 创新创业视角下博士后制度发展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等奖

10 江南大学 蔡慧英/尹欢欢/陈明选
哪些因素影响教师使用数字教育资源——透视智能时代我国
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发展

电化教育研究 一等奖

11 江苏大学 钟勇为/全力 基于“镜式”分析框架的研究生导师文化心理研究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一等奖

12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吕太之/孙炯宁/陈勇 技能竞赛任务驱动下的SPOC混合式教学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一等奖

注：按奖项等级、单位拼音排名，不分先后。

第 1 页，共 15 页



序号 单位 申报人 成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奖项

1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刘任熊 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响应：问题表征及优化策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一等奖

14 江苏警官学院 刘彬 基于CDIO教学模式的传播学实战教学改革探讨 职业技术 一等奖

15 江苏科技大学 王栋 英语教师行动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等奖

16 金陵科技学院 聂卫东 江苏高校经费绩效评估与优化资源配置的调查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17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金跃强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高职数学课程改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一等奖

1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毛景焕 为思维而教 构建研究生课程教学“金课” 研究生教育研究 一等奖

19 南京林业大学 何菁
工程伦理案例教学的价值设计——兼论场景叙事法的课堂引
入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一等奖

20 南京农业大学 罗英姿
我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进策略——基于“全
国专业学位博士教育质量调查”的结果

高等教育研究 一等奖

21 南京艺术学院
詹和平/魏晓亮/张从渡/季
晨/张叶平/尹兴圣/张振华

艺术院校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运行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22 南京邮电大学
孙科学/郭宇锋/程勇/肖建/

刘芫健
信息电子技术创新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探索 实验室科学 一等奖

23 南通大学
吴东照/王运来/操太圣/陈

炜
师范生公费教育的政策创新与实践检视 中国教育学刊 一等奖

24 苏州大学 田芝健 “三能一体”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 新华日报 一等奖

25 苏州大学 金国
民初私立大学的生存境遇与办学理念的选择——以私立南开
大学的早期创办为例（1915-1922年）

高等教育研究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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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商琦/刘正 软件实践教学模式的敏捷重构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一等奖

27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孙兴洋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视域下高职院校服务能力建设 教育与职业 一等奖

28 宿迁学院 唐友亮/范钧
基于协同科研实践平台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知
行合一”动态培养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一等奖

29 扬州大学 单宏健 研教融通：高校艺术教育范式转型之径 黑龙江高教研究 一等奖

30 中国矿业大学 张磊/王辉/冯文龙/孟现飞 EC-CDIO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一等奖

31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邱水才/张玲艳/庞明军 应用型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实践研究 广东化工 二等奖

32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唐爱平/许晓宇
基于课程产教融合的高职育人模式的实践探索——以常州纺
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为例

职教论坛 二等奖

33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司开林 高校微信公共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理据与路径 未来与发展 二等奖

34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韦庆昱/姜庆华 高职扩招100万：实践之惑与改革之思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35 常州工学院 江昌勇/尹飞鸿/常睿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受众侧的课程教学范式探析 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 二等奖

36 常州工学院 付志荣 全媒体时代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37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洪芳 “课程思政”教育功能思考与实践探索 现代职业教育研究 二等奖

38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学校育人成效的对策研究——基
于一项跟踪调查

研究报告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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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李兵
高职院校“双主体管理、五个对接”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研究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40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沈文明
高等职业教育园区专业设置研究综述——以常州市高职园区
为例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41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鲁少勤/周敏/杨勇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2019年度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专题研究
报告

国家首批产教融合型城市
建设情况调研，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内部出版

二等奖

42 河海大学 朱小娟 论新时代集体主义研究的着力点
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二等奖

43 河海大学 陈达/王慧/仲建峰/李枫 基于流程再造的“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探索 现代教育科学 二等奖

44 淮阴工学院 刘畅 德育视域下的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45 淮阴工学院 张琴 现代大学文化治理:对象、形式与组织的三维向度论析 江苏高教 二等奖

46 淮阴工学院 刘琪/段鑫星 基于大学章程的科研诚信治理效力 中国高校科技 二等奖

47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毛峰 信息技术在高职公共艺术教学中的应用与创新 高教学刊 二等奖

48 江南大学 刘和 德国大学工程教育项目教学法及其启示 中国大学教学 二等奖

49 江苏大学 魏志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情投意合”教学法探微--兼论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素养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二等奖

50 江苏大学 李滋阳/李洪波/范一蓉
基于“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构建

高校教育管理 二等奖

5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胡伟 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角色困境及行动策略 现代大学教育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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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江苏海洋大学 张元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发展困境与治理机制探析 电子政务 二等奖

53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曹将栋/徐丹 智能制造生产性综合课程协同教学模式研究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54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秦永亭/李晨/陈珊珊/李广

智/丁世腾/周讯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在高职护理专业生理学实验教学中的应
用

中华全科医学 二等奖

55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刘家秀/许国莹/李靖/杨学

艺/薛白/朱玲
医学检验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的构建与应用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二等奖

56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冯仰生 国外高校德育地位、目标与实施途径研究 江苏高教 二等奖

57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赵亮/张维/王文顺
近十年来国际职业教育研究的轨迹、热点和趋势——基于
SSCI数据库（2008-2018）的文献计量分析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58 江苏警官学院 杨世伟/钱洁 大数据下本科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中国高校科技 二等奖

59 江苏警官学院 施发笔 论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语文课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二等奖

60 江苏开放大学 吴轲威 立德树人视野下的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 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61 江苏开放大学 方佳
高职院校传承与保护“非遗”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常州
为例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二等奖

62 江苏科技大学 戴俊/王颖 留学生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实践——以江苏科技大学为例 物理通报 二等奖

63 江苏科技大学 魏晓卓/王安宇/王念新

Analysis on the Practice of "High Qualifications for
a Low Position" for Teachers in Secondary Colleges
of Universities Based on HeXie Management Theory（基
于和谐管理的高校二级学院教师“低职高聘”路径探析）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ISSN: 2352-5398），
Atlantis Press 出版社

二等奖

第 5 页，共 15 页



序号 单位 申报人 成果名称 刊物&出版社 奖项

64 江苏科技大学 刘彩生/苏志平 应用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学习机制研究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二等奖

65 江苏理工学院 范滢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教学法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66 江苏理工学院 邰杰/张磊 艺术设计专业“工作室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67 江苏理工学院 俞洋/罗印升/郭占涛 现代职教体系下校企深度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 职教论坛 二等奖

68 江苏理工学院 谢印成/陆玉梅/田真平 移动互联时代面向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模式构建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

69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戴有华 智能制造形势下机制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素养研究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二等奖

70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李丽 最大化的发挥学生在思政课实践教学中的能动性研究 青年与社会 二等奖

71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唐智/董文明 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若干关系的分析及其应对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二等奖

72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巫建华
高职院校协同育人的现实探索、成效及启示——以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中国农业教育 二等奖

73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董海燕/何正东 农业职业教育发展70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74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杨海峰/黄陈/陈毓/张铎/张

龙
高职动物药学专业群产教深度融合实训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

黑龙江畜牧兽医 二等奖

75 江苏师范大学 高军
应用型专业“校企合作”教育研究——以江苏师范大学科文
学院旅游管理专业为例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二等奖

76 江苏师范大学 安涛 信息化教育存在论结构探析 电化教育研究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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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谢晶晶 社交媒体视角下英语协作学习研究现状及未来发展 盐城工学院学报 二等奖

78 金陵科技学院
司海飞/胡兴柳/唐玉娟/杨

忠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Integration
and Three Promotion" Applied Talents Cultivate Mode
for Automation Maj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二等奖

79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陈长伟 高职院校工学结合专班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80 南京财经大学 杨青龙/宣烨 新时代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知识体系初探 中国大学教学 二等奖

81 南京财经大学 严永军 积极改革体育教学  促进创新素质培养 中国教育报理论版 二等奖

82 南京财经大学 刘旭东 高校性骚扰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复旦教育论坛 二等奖

83 南京财经大学 方超/黄斌 高校扩招政策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大学教育收益吗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二等奖

84 南京传媒学院 闫丽丽 高校动画教育模式的当代探索 教育科学发展 二等奖

85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姚宁/王乔亮 学校教育的现代性追寻--基于利益相关视角 教育理论与实践 二等奖

86 南京工程学院 赵冰华 应用型本科院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与管理 东南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87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周珣/刘龙舞/沈洋洋 新经济形势下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高教学刊 二等奖

88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啸宇 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第三方评估的理论价值与实践特征 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8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
学院

闵芳/闻凯/卞晓晓/隋雪莉/
谭静

多元、共享、协同-信息工程学院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机制的
建立与实践

研究报告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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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秦志凯/何玉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视阈下高职思政课教学实践探索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91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戴菲菲 发展性评价视阈下高职院校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二等奖

92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黄华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江苏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建
议

江苏宣传工作动态（社科
基金成果专刊）

二等奖

93 南京理工大学 魏松杰/崔聪/蒋卉/陆建峰 教育信息技术与学习效能正相关性度量方法 研究报告 二等奖

94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秦笑
“知行合一”指导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金融学专
业相关课程为例

研究报告 二等奖

95 南京林业大学 何立恒/杨强 测绘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改革探索 测绘工程 二等奖

96 南京林业大学 周统建 价值生态视角下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弱势学科发展战略思考 江苏高教 二等奖

97 南京林业大学 徐新洲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伦理审视与考核评价研究 江苏高教 二等奖

98 南京林业大学 高江勇 大学教育评价中的过度量化：表现、困境及治理 中国高教研究 二等奖

99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顾至欣
高职学生在线开放课程学习体验研究——以南京旅游职业学
院为例

中国远程教育 二等奖

10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印伟
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内涵建设途径——基于面向工
作过程的教材建设视角

职教论坛 二等奖

101 南京农业大学 姚志友/董维春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路径探索——一个整体性教育
的视角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二等奖

102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先明
CDIO视域下构建工科学生课外竞赛虚拟实验平台研究——以
机器人竞赛为例

高校实验室科学技术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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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仲怀公/陶思奇 人工智能对会计课程教学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商业会计 二等奖

104 南京师范大学 祝爱武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的内涵与特征 高等教育研究 二等奖

105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 孙志飞/陶丹 高校学生组织公信力：现状、问题与对策 高教探索 二等奖

106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涂平荣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Features Development Path
of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the Background of forum of  National
Symposium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3.18——Tak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Francis Academic Press 二等奖

107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范莉莉
残疾大学生职业生涯决策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某高校听
力残疾大学生为例

东南大学学报 二等奖

108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卢华国
strucring polysemy in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A prototype Theory-Based Model

国际词典学刊 二等奖

109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杨春红 高校海归英语教师专业身份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

110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孙仁鹏 从典型技术视角探索微课和翻转课堂在项目课程的有效实施 软件工程 二等奖

11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杜庆波/徐胤莉/王晓秋 教学诊改的辩证法、时间观、空间观和价值观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12 南京医科大学 吴炜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学中新媒体的应用探索 教育教学论坛 二等奖

113 南京医科大学 黄睿彦 来华留学生本科医学教育现状分析 医学与哲学 二等奖

114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 刘彦梅/王丙剑 基于ADDIE模型构建护理实践技能教学模式的研究 教育信息化论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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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南京艺术学院 周剑 数字媒体艺术实验创作人才培养研究 出版广角 二等奖

116 南京艺术学院 薛峰 泛媒介中动画Ip符号景观的构建 当代电影 二等奖

117 南京邮电大学 刘康平 终身教育体系下在职研究生培养模式构建研究 继续教育研究 二等奖

118 南京邮电大学 张雪蓉
茅以升与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的工科建设——民国初期工
程教育的特点透视

现代大学教育 二等奖

119 南京邮电大学 刘宁
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实施效果研究——以工商管
理类专业为例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20 南京邮电大学 葛敏 基于学科任务视角的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困境及对策 成人教育 二等奖

121 南京邮电大学 郭强
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名城创建的实施路径研究——基于QS最
佳留学城市排名的视角

中国高教研究 二等奖

122 南京中医药大学 李存玉/郑云枫/彭国平
基于虚实结合的“中药制药化学”多维开放性实验教学体系
构建

实验技术与管理 二等奖

123 南京中医药大学
房方/朱华旭/刘健/李贺敏/

于海涛/吴啟南
夯基础、强能力的中药类专业学生有机化学教学体系优化研
究

教育教学论坛 二等奖

124 南京中医药大学 陈明/徐俊良 中医医教协同临床教学体系的构建路径及关键问题 中医杂志 二等奖

125 南通大学
章国安/邱恭安/张士兵/曹

娟/刘敏
科教一体工程教育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26 南通大学 林纯/吴晓新/王亚芳/姚娟 “数字逻辑电路”在线开放课程的研究与实践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二等奖

127 南通大学 高宁宇/羌予践 任务驱动法在“电力拖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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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南通大学 张堃/付君红 基于“医工融合”的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讨 教育教学论坛 二等奖

129 南通大学 钱小龙 可持续发展视野下大学慕课商业化运作的整体性分析 现代教育技术 二等奖

130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丁云 工匠精神培育目标下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二等奖

131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赵艳
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的高职院校微信公众号运营困境解
析

科技经济导刊 二等奖

132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纪宏伟 近二十年来国内数学实验教学研究综述 教学与管理 二等奖

133 南通职业大学 王鑫明/任海华 以主体间性重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134 南通职业大学 顾志祥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职教论坛 二等奖

135 三江学院 沙鑫美 本科职业教育的两个基本问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36 苏州大学 曹晓燕 互联网条件下的汉语网络教学平台构建策略 文学教育 二等奖

137 苏州大学 徐蒙 当下传播学课程教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视听 二等奖

138 苏州大学 余庆 论作为教育哲学研究方法的教育概念分析 教育学报 二等奖

139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李磊/朱跃/倪琳
基于现代全景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
合发展研究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
报

二等奖

140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尹雪峰/傅菊芬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应用型课程改革与实践---以“针织
服装创新设计”课程为例

全国纺织品与创意设计教
学研讨会论文集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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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余凡
我国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价值与实践探索——以物业管理
专业为例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42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职业学院

陶文寅 基于事件分析的高职学生综合评价模型构建与研究 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43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金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创新与实践--以苏州
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生态农业技术专业为例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二等奖

144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娟/马国胜/林德明 百万扩招背景下乡村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的对策路径研究
中国农学会教育专业委员
会2019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二等奖

145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戎筱卿 将思政教育融入《药物分析》教学中 教育研究 二等奖

146 泰州学院 潘小明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期教师专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与原因探析 山东高等教育 二等奖

147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张怀南 高职院校校本SPOC课程资源建设探索 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48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张琰 论“后大众化”背景下高职语文人文性的守护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 二等奖

149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金琦淳/高丽金/鲁守荣/张
延丽/黄文明/陶向东/李晓

娓
基于技能竞赛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50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陈永平
“互联网+”环境下高职传统教学、MOOC与SPOC融合教学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职教论坛 二等奖

151 无锡太湖学院 郑斌/毛照红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前沿动态追踪 思想教育研究 二等奖

152 无锡太湖学院 方宁生 “物联网工程”产业学院的探索与实践
2019年全国新建本科院校
第十九次高层峰会学术论
文集

二等奖

153 无锡太湖学院 刘剑滨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发展路径探索 教育现代化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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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无锡太湖学院 谭飞/李文霞 借鉴企业培训的机械类专业英语课堂教学流程设计 教育现代化 二等奖

155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丁远 高职院校资助管理制度创新案例研究：修正“春蕾班”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56 宿迁学院 张祖晏 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互动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法制博览 二等奖

157 宿迁学院 党峥峥 支架式教学对高校师范生心理学成绩影响的实验研究 教师教育论坛 二等奖

158 徐州工程学院 唐华/王本灵 协同育人视域的下高校知识创新模式研究 黑龙江高教研究 二等奖

159 徐州工程学院 张宇 当代高校学生评教的有效性研究 智库时代 二等奖

160 徐州工程学院 张典兵 中国职业教育学学科建设七十年回顾与前瞻 职教论坛 二等奖

161 徐州工程学院 钱兵 教师自我心像：概念、特征及优化策略 教学与管理 二等奖

162 徐州工程学院 王朋/杨雪 “大文化观”视域下的大学文化建设与治理论析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二等奖

163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曹丹/胡长效/白耀博/张明/
强承魁

基于“双创”背景下高职涉农专业顶岗实习标准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64 徐州医科大学 韩静/张晓萍/李丽/唐娟 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就读经验及影响因素 护理研究 二等奖

165 徐州医科大学 谈在祥/吴松婷/夏有兵 基层卫生人才订单定向培养模式研究 卫生经济研究 二等奖

166 盐城工学院 彭圆/洪林 双创教育的外部支撑体系:七个发达国家的经验 教育学术月刊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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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盐城工学院 叶磊
现代日本大学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以任期制和薪酬制改
革为中心

江苏高教 二等奖

168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倪勇
“精准供给”视阈下建筑室内设计专业双创课程体系构建研
究

吉林美术出版社 二等奖

169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浦毅 高职院校智能制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教育与职业 二等奖

170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陈杰
 机电一体化专业“定点制品评”匠心素质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二等奖

171 盐城师范学院 凌巧 “互联网+”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模式研究 中国商业出版社 二等奖

172 盐城师范学院 李健明 从元认知发展规律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 二等奖

173 盐城师范学院 刘洋 高校辅导员与专业教师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二等奖

174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张和新 高职校本课程开发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二等奖

175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葛红梅 现代化视阈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与构建 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出版社 二等奖

176 扬州大学 胡亮 艺术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监控及抽检评议机制研究 中国高等教育 二等奖

177 扬州大学 陈欣 高校通识教育课程有效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江苏高教 二等奖

178 扬州大学 徐俊 思政课改革创新坚持“八个统一”的基本意涵 广西社会科学 二等奖

179 扬州大学 陶天云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路径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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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扬州大学
林刚/陈克勤/孙鹏程/李敏/

沈静雯/樊红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标准化管理——基于ISO9001:2015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等奖

181 扬州职业大学 刘卫琴
刍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变”中“不变”——基于社会主
要矛盾转化视角

理论导刊 二等奖

182 扬州职业大学 顾馨梅 扬州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绩效评价研究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83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张飞霞 基于产教融合的“融合式学习环境”研究与实践 职教论坛 二等奖

184 中国矿业大学 王义保 关于培养应急管理人才、加强应急学科建设的有关建议 研究报告 二等奖

185 中国矿业大学 边和平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省视与调适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版） 二等奖

186 中国矿业大学 于泽/王新宇 完全学分制下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创新探索 高教论坛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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