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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D001 淮阴工学院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背景下的江苏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
韩锦标
贺  兰

16ZD00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高职强省”建设研究 薛茂云

16ZD003 南京理工大学 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高端装备制造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 袁军堂

16ZD004 南京晓庄学院 师范类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杨种学

16ZD005 盐城工学院 基于“中国制造2025”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叶美兰

16ZD006 常州大学 常州高职园区整合举办应用技术大学的条件与契机 鲁武霞

16ZD007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实施《大学章程》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调查研究
陈寿根
姚延芹

16ZD008 江苏理工学院 产教融合背景下应用型本科创新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蒋  波

16ZD009 金陵科技学院 江苏高校经费绩效评估与优化资源配置的调查研究 聂卫东

16ZD010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大数据的江苏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 周竹萍

16ZD01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行业高校特色学科向世界一流学科发展路径和推进战略研究
李  健
陶  羽

16ZD01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专业发展的调查研究及其政策建议——以江苏省为例 王  骥

16ZD013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江苏民办高校办学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调查研究 周南平

16ZD014 盐城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江苏高校课程教学调查研究 倪自银

16ZD015 扬州大学 优化高等教育结构背景下的江苏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状况调查研究 刘  华

16YB001 常熟理工学院
工程教育认证视域下地方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保证体系建构优化的研究与

实践
黄文祥

16YB002 常州大学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机械工程专业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朱  伟

16YB003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中国制造”背景下的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途径研究 张震宇

16YB004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
“互联网+”时代高校心理健康课程改革实证研究 吴美娟

16YB005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对分课堂的高职教学模式的设计及应用研究 于  瑞

16YB006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当代学生数字阅读与学业关系之实证研究
杨  怡
张振琴

16YB007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学生积极学习行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研究 周  奕

16YB008 常州工学院 多维跨界协作的高校电专业大学生创新训练研究 陈  功

16YB009 常州工学院 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文化建设研究 陶岩平

16YB010 常州工学院 专业与产业对接中人才弹性力培养研究 邹一琴

16YB011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公共基础课堂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行动研究 赵玉娟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名单

重大攻关课题（5项，排名不分先后）

重点调研课题（10项，排名不分先后）

一般课题（213项，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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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B012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高职大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 汤洪俊

16YB013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艺术生的审美教育与职业对接问题研究 吴传景

16YB014 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王利改

16YB015 东南大学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智慧云服务”创新模式研究 邵理家

16YB016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创客教育研究
王娟芬
高祥生

16YB017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基于职业岗位细分需求的独立学院设计类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与建设

——以风景园林专业为例
甄兰平
王  桉

16YB018 高校成人教育研究委员会 案例导入教学在成人自主学习中的应用研究
顾  平
郑  珏

16YB019 高校成人教育研究委员会 江苏省高校“助学二学历”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完善研究
吴雨才
生佳根

16YB020 高校成人教育研究委员会 “互联网+”背景下，江苏高校继续教育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陈建红

16YB021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体系下民办高职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戴国梅

16YB022 硅湖职业技术学院 公民社会视阈下的创业法律教育创新研究 孙  蕾

16YB023 河海大学 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优势学科群构建策略研究 谈小龙

16YB024 河海大学 “双一流”战略下行业特色研究型大学发展路径研究 曹红芳

16YB025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双创型与专业型人才协同培养模式的研究 杨  帅

16YB026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调查分析与能力结构研究 徐建丽

16YB027 淮海工学院 地方高校创业创新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韩照祥

16YB028 淮海工学院 项目引导式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金龙

16YB029 淮海工学院 大学生网络道德异化问题及治理研究 张  元

16YB030 淮阴工学院
工程专业认证（评估）背景下土建类专业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与绩

效评价
顾文虎
孙文彬

16YB031 淮阴工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程与教学的调查研究 鲍红梅

16YB032 淮阴工学院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整体优化研究 张  琴

16YB033 淮阴工学院 大数据视域下高校学与教变革研究与实践 刘泽俊

16YB034 淮阴工学院 基于创业创新导向的工科院校艺术设计教育品牌化策略研究 关  荣

16YB035 淮阴工学院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多样化人才培养研究 范富春

16YB036 淮阴师范学院 语境教学视野下的职前语文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培养 孔凡成

16YB037 淮阴师范学院 讲故事·写梗概·评小说：高师中文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与实践 王爱军

16YB038 淮阴师范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广告传播的社会责任研究 王  琰

16YB039 江海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中高职课程与教学衔接的研究与实践 孙  健

16YB040 江南大学 本科精英学院组织运行模式研究——以江苏省八所211工程”高校为例 刘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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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B041 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物流管理专业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路径研究

与实践
滕  罕

16YB042 江苏大学 基于“嵌入”理论的大学生“网络成瘾”转化研究 张  萍

16YB043 江苏大学 着眼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课程教研模式探索 闫林琼

16YB044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五大发展理念视阈下的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薛宝志

16YB045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精益化创业指导服务体系研究 石  慧

16YB046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视阈下艺术专业创业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的研究 汪智强

16YB047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王云华

16YB048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类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及运行状况的调查研究 祁辉宇

16YB049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大数据的高职大学英语在线课程研究与实践 朱经伟

16YB050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 冯仰生

16YB051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英国澳大利亚现代学徒制比较研究 王  静

16YB05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微时代背景下多媒体立体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创新研究 王若梅

16YB053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独立学院的办学定位及发展模式研究 许  莉

16YB054 江苏警官学院 江苏省高校产学研五螺旋非线性网络耦合机制研究 刘  彬

16YB055 江苏警官学院 具身操作对高外在认知负荷下学习策略应用的调节 殷  明

16YB056 江苏开放大学 终身教育机制下开放大学师资建设研究 嵇晓雷

16YB057 江苏开放大学 社会交互对在线学习效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 田  阳

16YB058 江苏开放大学
基于现代学徒制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路径研究——以国家级现代学徒制

试点城市南通高职教育为例
高洪波

16YB059 江苏科技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高级英语课程创新教学模式研究 秦永丽

16YB060 江苏科技大学 高校体质监测反馈联动与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研究 王  辉

16YB061 江苏科技大学 中俄船舶类行业特色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比较研究 吴  磊

16YB062 江苏科技大学
基于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培养具有船舶行业特色的自动化工程人才

的研究与实践
朱志宇

16YB063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

院
江苏大学生消费行为状况调查研究 杜晓明

16YB064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

院
基于MOOC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的教改创新研究 黄  霞

16YB065 江苏理工学院 基于创业创新导向的“工作室制”环境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邰  杰

16YB066 江苏理工学院 “嵌入式”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 戴仁俊

16YB067 江苏理工学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王晓跃

16YB068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提高五年制高职新生学习适应性的实践研究 杨建良

16YB069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教育中文言文教学对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价值研究——以常州幼儿

师范学校为例
刘云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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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B070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创新创业视域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策略研究 李  永

16YB071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基于SPOC的信息化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 李静恒

16YB072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江苏省自主招生差异性与公平性研究 刘明岩

16YB073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指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可持续发展的调查研究 朱卓伟

16YB074 江苏师范大学 车辆工程专业嵌入式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李顺才

16YB075 江苏师范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师范生阅读能力调查暨测评系统开发 步  进

16YB076 江苏师范大学 “互联网+”时代师范大学教学供给侧改革模式研究 程  岭

16YB077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一带一路”背景下江苏高职院校开放办学路径研究 郑洪成

16YB078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高职院校教练型教学团队建设研究 郭世静

16YB079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基于OBE模式的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实践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徐  波

16YB080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

院
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观察、分析与评价 邵  政

16YB081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院校学生体育社团创新发展研究 丁正军

16YB082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院校实践育人常态化协同机制研究 夏玉果

16YB083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微课支持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证研究——以“服装材料与应用”实

验课为例
叶  恒

16YB084 金陵科技学院 MOOC平台课程交互数据可视化的价值与教学应用研究
顾云锋
翟  萍

16YB085 金陵科技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土建类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标准体系及其应用研究
王书明
臧  靖

16YB086 金陵科技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以金陵科技学院为

例
韦  佳
陆  慧

16YB087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民办高职参与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长效机制实证研究 陈长伟

16YB088 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两岸产学研协同服务平台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唐建林
王迎晖

16YB089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提高高职学生数学素养的教学策略研究 吴春生

16YB090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TED模式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可行性与路径研究 贾  雯

16YB091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模糊粗糙集的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动态综合评价研究 王继顺

16YB092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趣向性的高职院校学生个性化发展实践研究 史明亮

16YB093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医药化工类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钱清华

16YB094 南京财经大学 中国高校信息公开政策演进与制度实践研究 陈  夏

16YB095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基于OCALE 平台的跨境电商人才双创能力培养研究 刘  红

16YB096 南京大学 江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高校的发展路径与推进战略研究 潘  静

16YB097 南京工程学院 基于工艺信息流的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项目式实践教学改革 查光成

16YB098 南京工程学院
面向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应用型本科“学历学位+岗位技能+职业资格”

的融合培养人才模式研究
吴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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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B099 南京工程学院 产学研协同背景下大学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量化重构 杭祖圣

16YB0100 南京工业大学 企业家精神培养视角下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 刘  沫

16YB101 南京工业大学
基于暑期学校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以南京工业大学2011学院为

例
朱书卉

16YB102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时代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 汪  刚

16YB103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日语专业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林银花

16YB104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江苏交通教育国际化研究 张晓莺

16YB105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现代信息技术与艺术设计类专业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研究 程柏擎

16YB106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新形势下职业院校产学研实训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吴晓云

16YB107 南京理工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大学发展战略规划体系研究
薄煜明
张  涛

16YB108 南京理工大学 大学预算绩效评价与中期财政规划研究 邓  敏

16YB109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江苏高校“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管理策略研究 陈荣明

16YB110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创客”视角下的高校实践教学模式研究——以理工课高校艺术设

计为例
徐耀东
宗士增

16YB111 南京理工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有效学习的研究与实践

——基于学习科学的视角
黄爱华
张海峰

16YB112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高校研究生教育培养国际化的策略研究 李春宏

16YB113 南京理工大学 微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周双喜

16YB114 南京理工大学 基于协同育人理念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路贵斌

16YB115 南京理工大学 以哈佛大学通识课程革新理念构建我省高校美育教育新模式研究 朱苏华

16YB116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新体能考核指导标准下江苏省民办独立院校大学生体质状况的调查研究 朱  杰

16YB117 南京林业大学 社会支持理论视野下的贫困大学生创业问题研究 孟国忠

16YB118 南京林业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在线学习绩效及其学习支持策略研究 毛洪贲

16YB119 南京林业大学 “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背景下工程伦理教育实践转身研究 何  菁

16YB120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发展研究 常直杨

16YB121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高职旅游管理类大学生农村创业实践教学路径研究 宋  立

16YB122 南京审计大学 互联网思维下会计教育改革问题研究 董必荣

16YB123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章国美

16YB124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残疾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同伴互助学习”模式的研究——基于残健融

合的视角
范莉莉

16YB125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大班环境中基于项目学习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刘海军

16YB126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共享理念下残疾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优化配置研究 刘春颖

16YB127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艺术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价值研究 李媛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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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B128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学生学习现状与其职业发展能力关系研究----以轨道交通

类专业为例
陈明忠

16YB129 南京晓庄学院
“三个合一”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以电子信息技术实训

基地建设为例
卫开夏

16YB130 南京晓庄学院
高校广电编导专业创新实践研究——基于“师生共同体”的个性化培养

模式
丁  柳

16YB13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慕课”时代高校教学模式研究 张林英

16YB13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通识教育的学生学习行为分析和教学模式研究 王  琴

16YB13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气象拔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协同创新的视角 许蔚萍

16YB13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

院
发展性资助视阙下独立学院贫困生资助体系研究 葛昕明

16YB13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

院
大众创新视野下大学教育对基础教育改革的创新需求 邱章强

16YB136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

院
独立学院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及改革研究

齐运锋
景海燕

16YB13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

院
独立学院人才培养定位与特色研究 沈伟峰

16YB138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视角下高职院学生创业核心能力培养影响因素研究 杨  波

16YB139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学徒制模式下高职校企深层合作的动力机制研究 颜  玮

16YB140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SPOC的课程混合学习的设计与实践--以《特效与剪辑》为例 陈  茹

16YB141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分析技术在高职网络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高  燕

16YB142 南京医科大学 改革诊断学教学模式，培育医学生循证医学思想萌芽 倪金良

16YB143 南京医科大学 优化课程设置与医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效度研究 黄睿彦

16YB144 南京邮电大学 MOOC与翻转课堂融合的深度学习场域建构 王  娟

16YB145 南京邮电大学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信息文科建设研究 周南平

16YB146 南京邮电大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的探索与实践——以江苏“

211”高校为例
杜运伟

16YB147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 社会学视角下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职业适应性教育研究 蒲德彦

16YB148 南京中医药大学 移动教育与课堂教育深度融合提升护理本科生核心胜任力的研究 殷海燕

16YB149 南京中医药大学 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省属高校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史文川

16YB150 南通大学 绘画色彩形式语言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张圆君

16YB151 南通大学 江苏高校异地办学模式的调查研究 印亚军

16YB152 南通大学 南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历史研究（1902-2014） 王立华

16YB153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创新教育和创客空间对提高学生工程技术能力的研究与实践 张  晖

16YB154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高职院校实施《大学章程》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调查研究
王  彬
钱  良

16YB155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互联网+专业间课程体系的架构及其教学模式的研究—以园艺技术及电

子商务专业为例
邵元健

16YB156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基于国际化视野的高职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苏爱梅
孙正国

第 6 页，共 8 页



课题
编号

单位 课题名称
课题

负责人

16YB157 南通理工学院 信息化教学融入大学生英语竞赛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 王飞燕

16YB158 南通理工学院 应用型本科学生工匠精神培养和实践研究 徐春辉

16YB159 南通理工学院 新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建立“学生发展中心”研究 侯红梅

16YB160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时代高职高专多模态英语教学有效性探讨研究 万文君

16YB161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动态交互网站在数学教学活动中支撑作用的应用研究 纪宏伟

16YB162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基于校企政合作的应用型本科财会专业实践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蒋薇薇
刘海燕

16YB163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

院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环艺专业教学模式的创新研究 汤云叶

16YB164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

院
VR及3D打印技术在高职双师工作室中的教学应用研究 孙雅琼

16YB165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

院
针对民办高职学生特点的移动学习应用模式研究——以《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为例
沈建东

16YB166
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

院
基于创业创新导向的会计“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晓敏

16YB167
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
基于中华文化输出的大学英语汉英翻译教学材料编写探索——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汉译英题型调整后的启示
金晓宏

16YB168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职微课设计与应用研究 居敏花

16YB169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企业学院的校企协同育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成秀萍

16YB170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

院
“工匠精神”视野下高职学生关键能力培养研究 陈  辉

16YB171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现代职业人视角的高职生职业素养教育模式研究 ——以苏州健雄

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姚家春
霍  彧

16YB172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地方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调查研究——以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刘  静

16YB173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会计专业“3+2”分段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刘慧娟

16YB174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背景下“现代学徒制”的优化与实践
杨大蓉
孙敬娜

16YB175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MOOC的高职“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 钱春花

16YB176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专业发展的调查研究
王宏兵
薛雯霞

16YB177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制造2025”目标下，制造大类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研究 张福杰

16YB178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移动应用，软件专业教学模式创新与探索 吴小青

16YB179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屏幕阅读”冲击下高职学生阅读品质的调查研究 金  银

16YB180 无锡太湖学院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民办高校商科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研究 邱 维

16YB181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提高学生课堂参与质量的路径研究 王鑫芳

16YB182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育人为本视域下高职贫困生发展性资助的路径探究
林佳燕
刘文庆

16YB183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创新创业导向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倪卫涛

16YB184 宿迁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大学生网络学习力的测评与发展研究 魏笑梅

16YB185 宿迁学院 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教师胜任力的诊断与提升研究 周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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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YB186 宿迁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园林专业教学模式研究——以宿迁学院“园林工程一”

课程为例
刘  宇

16YB187 徐州工程学院 应用技术型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的实证研究 张典兵

16YB188 徐州工程学院 公共理性视域下校友资源与高校学术资源的共生机制研究 戴理达

16YB189 徐州工程学院
逆序创新：基于实践教学基础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翻转课堂教学探索与

实践
安克杰

16YB190 徐州工程学院 基于移动学习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 于  洋

16YB191 徐州医科大学
自我导向学习与工作地点学习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模式在麻醉本科教育中

的应用研究
刘  苏

16YB192 徐州医科大学 基于STEM教育理念的探究性实验教学模式研究 朴  雪

16YB193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美术治疗在特殊儿童教育中的价值及应用策略研究 邵雪原

16YB194 盐城工学院
服务“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地方本科高校机械类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培

养体系研究
周  海

16YB195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增值力”为导向、“五力”为模型推进课程建设的研究-《财务管

理》课程为例
孙海成

16YB196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高职生创新创业品质内化研究 陈屈亮

16YB197 盐城师范学院 “智库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转型研究 刘文霞

16YB198 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模拟MRI软件在影像技术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及使用效果研究 李  伟

16YB199 扬州大学 新媒体数字化艺术教育传播与应用研究 吕  寅

16YB200 扬州大学 国外艺术学院研究性教学教材研究 王  莲

16YB201 扬州大学 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邹明玮

16YB202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建筑工程技术专业项目课程群教学改革探索与应用研究 张  军

16YB203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背景下，江苏高教课程与教学及大学生学习的调查研究 徐  华

16YB204 扬州市职业大学 大学生秩序感现状及提升方法研究 高志明

16YB205 扬州市职业大学 “软硬兼施”:室内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升级与实施 仇国梁

16YB206 扬州市职业大学 基于创新导向的高职工程造价专业BIM技术人才培养研究 曹  玮

16YB207 扬州市职业大学 新媒体时代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研究 唐开鹏

16YB208 扬州市职业大学 基于SPOC的高职控制类课程教学研究及学习行为分析 丁晨阳

16YB209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正向驱动路径研究 丁  钢

16YB210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新媒体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究 吴建强

16YB211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微信公众号的信息化教学设计探索 徐  艟

16YB212 中国矿业大学 巴黎协定下行业特色型大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孙玫贞

16YB213 中国药科大学 “十三五”时期江苏省高等教育公平与经济发展协同效应研究 周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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