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广东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 
项目申报书 

申报项目类型（点击勾选，限选一项）： 

☐ 1. 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实践应用试点项目

☐ 2. 职业培训典型项目 ☐ 3. 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

☐ 4. 示范性继续教育基地 ☐ 5. 优质继续教育网络课程

☐ 6 .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 7. 老年大学示范校

☐ 8. 社区教育创新区 ☐ 9. 优质资源进社区项目

☒ 10. 继续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实践项目

项 目 名 称 ： 
依托人民网公开课探索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的

实践研究 

项 目 负 责 人 ： 易海博 

项 目 团 队 成 员 ： 林伟鹏、池瑞楠、温晓军、张夏衍、吴章玲 

项 目 建 设 单 位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联 合 申 报 单 位 ： 

申 报 日 期 ： 2021-10-3 

广东省教育厅 制 

2021 年 8 月 



填写要求 
 

1. 请对照项目申报指南认真填写，规定字数限制应在规定范

围内填写。 

2. 申报内容应不包含涉密内容。 

3. 所有填报内容请按仿宋字体、四号字号、行间距 18-20 磅

规范填写。 

4. 请不要改变申报表格样式，保持申报书整体整洁美观。 

5. 如涉及外文词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可

以使用简称。 

6. 所申报内容应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如发生知

识产权侵权问题，一律后果由项目负责人及申报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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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易海博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7 年 7 月 

部门职务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学历 
博士研究

生 
学位 博士 手机号码 188 012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
205 518055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易海博长期从事课程思政研究和继续教育工作，主讲的

“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入选深圳市中小幼教师继续

教育专业科目课程。他主持了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

史学习教育研究专项）、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

题、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广东省高校党建

研究课题、广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等 5 项省部

级教改和课程思政课题。他在人民网、人邮大讲堂、东莞职

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

等媒体和单位开展的讲座吸引了数千名听众，受到了一致好

评。他还被评为深圳市委教育工委优秀党员、深圳市十佳青

年教师、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1. 2021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2. 2021 年深圳市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

一） 

3. 2020 年全国课程思政典型案例一等奖（排名第一） 

4. 2020 年广东省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排名第一） 

5. 2019 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排名第二） 

6. 2019 年广东省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排名第一） 

7. 2018 年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奖（排名第一） 

8. 2017 年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三等奖（排名第一） 

9. 2017 年全国素质教育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 

10. 2016 年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动一等奖（排名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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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1 林伟鹏 男 1990.2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 
无 讲师 

2 池瑞楠 男 1976.12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 
副院长 教授 

3 温晓军 男 1971.12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 
支部书记 教授 

4 张夏衍 女 1988.6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 
无 讲师 

5 吴章玲 女 1988.10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 
无 讲师 

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自 2019 年起组建了一只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研究

团队，包括二级学院副院长、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及支部党员教师等一线课程思

政和继续教育研究人员，具备丰富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经验。主要成员分工如下： 

项目负责人易海博副教授，担任深圳市中小幼教师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课程的

主讲人，主讲“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吸引了 100 余深圳中小学、中职教师选

课。他同时也是人民网公开课主讲人，在人民网的课程思政讲座吸引了近 2000 的

听众，受到了一致好评。他还是中共深圳市龙华区委党校讲师，并在人邮大讲堂、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开展课程思政讲座，拥有丰富的课

程思政和继续教育的实践经验。他同时也是 5 项省部级课程思政和教改项目的主

持人，拥有丰富的理论研究能力。他将负责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理论研究。 

项目核心人员林伟鹏博士，曾与项目负责人共同获得全国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一等奖、广东省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等荣誉，他将负责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理论研

究。 

项目核心人员池瑞楠教授，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广东省专业领军人才，

他将负责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路径研究。  

项目核心人员温晓军教授，支部书记，是双带头人党支部工作室的负责人，

他将负责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路径研究。 

项目核心人员张夏衍博士，将负责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实践研究。 

项目核心人员吴章玲博士，将负责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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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单位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 7098 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周世帆 单位联系人电话 188 737 

单位简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993 年创建，是国内最早独立举办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之一。建校以来，深职院人艰苦创

业，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教育教学理念、办学体制机制和人

才培养模式，创造了中国高职教育的多个第一。学校依托珠

三角产业发展，秉承深圳特区改革创新精神，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立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办

学特色，各项事业取得骄人成绩，被誉为中国高职教育的“一

面旗帜”。为紧密契合“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和深

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学校在 2016 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党代

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三个服务、五个定位、一个率先”的战略

发展目标，始终坚持为党和国家服务、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为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服务，努力成为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的先行者、复合式创新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企

业家的摇篮、深圳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中心、深圳市民终身

教育学校与中国职业教育师资培训重要基地，率先建成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职业院校，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贡献“深圳

模式”。 

学校办学成绩显著。2009 年通过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

校建设项目验收，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首批国家级示

范校。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职业教

育先进单位”、“全国一流高职院校建设单位”、“首批全国创

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

体”、 “中国十大创新型高职院校”、“黄炎培优秀学校奖”、

“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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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 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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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1. 团队拥有丰富的继续教育经验，承担深圳市继续教育课程，面向全国高

校、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开展了 10 余场培训，以下是部分课程信息。 

序号 组织者 继续教育项目 课程题目 时间 面向观众 人数 

1 
深圳市

教育局 

深圳市教师继

续教育专业科

目课程 

课程思政的理

论和实践 

2021-

12-4 

深圳中小

学教师 

170

余人

选课 

2 人民网 

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公益直播

项目 

思政覆盖下人

工智能课程的

设计和实施-以

人脸识别为例 

2020-

6-6 

全国大中

小学教师 

1752

人观

看 

3 

中共深

圳市龙

华区委

党校 

周末党校 

人工智能技术

与产业发展趋

势 

2021-

5-21 

龙华区人

力资源局

领导干部 

30 余

人参

与 

4 

人民邮

电出版

社 

人邮大讲堂 

课程思政融入

课堂教学的实

践探索 

2021-

7-12 

全国大中

小学教师 

1900

余人

观看 

2. 团队承担省部级教研项目 5 项：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史学习教

育研究专项）、广东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广东省教育教学改革

研究与实践项目、广东省高校党建研究课题、广东省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

研究课题；承担市级和校级教研项目 15 项：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0 年

度课题、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 2015 年度重大招标课题、2021 年校级课程思

政示范课程、2019 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重点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等。 

3. 团队获得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科研成果一等奖，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二等奖，深圳市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全国素质教

育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全国课程思政典型案例一等奖，全国教学能力比赛

遴选一等奖，广东省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广东省计算机教育软件评审活

动一等奖，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奖赛三等奖等国家、省市荣誉 10 余项，

并发表高水平教研论文 2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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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2020 年 5 月 28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强

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

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对进一步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

系，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本

项目依托人民网公开课探索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建设目标如下。 

1. 重点研究课程思政背景下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

谁培养人”的育人目标，厘清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同向育人方面的关联性

和互补性，以及两者在育人方面的内在逻辑。 

2. 重点研究如何依托新媒体进行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的

方法，解决如何利用新媒体开展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的方法层面的问题。 

3. 重点研究如何在新媒体，如人民网公开课上开展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培

训全国大中小学教师，解决新媒体+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的实践

层面上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依托人民网公开课课程思政示范资源库开展课程思政继续

教育，重点挖掘专业教育的思政元素，探索在专业教育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与专业教育结合，达到同向育人的目的，在人民网上进行宣传展示，辐射国

内大中小学师生，形成示范效应。以下是本项目的建设指标。 

序号 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 建设时间 

1 
制定工作方案：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工作方

案 

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2021 年 10

月 

2 
制作线上继续教育课程资源：课程思政继

续教育系列课程 

人民网公

开课 

2021 年 10

至 12 月 

3 
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计算机类课程思政元

素挖掘与提炼、教学设计与实施 

人邮大讲

堂 

2022 年 1

月 

4 
发表论文：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研究论文 3

篇 

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2022 年 1

至 12 月 

5 
总结研究工作：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研究成

果 

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202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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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思路 

1. 项目建设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2020 年 5 月 28 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进一步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依托人民网公开课探索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研究的基本

思路分为三部分（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项目的建设思路 

（1）研究阶段 

1）研究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的内在逻辑，厘清课程思政背景

下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育人目标，

以及专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同向育人方面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为同向育人

的路径方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研究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的路径方法，厘清同向育人路径

的起点，全面分析要学习者学情，研究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育，在人才

培养中起到的作用，研究从专业教育中提炼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

的方法，为同向育人的实践方法研究提供路径支撑。 

3）研究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的实践方法，研究如何在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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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供学习者喜爱而又具备教育意义的内容，研究如何在新媒体上进行继

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推广，为实践阶段打下基础。 

（2）实践阶段 

1）依托深圳市教师继续教育专业科目课程，面向深圳中小学教师，开

展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实践。 

2）与人民网合作，开发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课程资源和培训资源。 

3）面向包括深圳市在内的全国大中小学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培训。 

（3）应用阶段 

1）项目申请人是人民网公开课的主讲人，党课视频已在人民网党建云

学院上线，供全国院校师生使用。在与人民网的前期合作基础上，研发同

向育人的课程资源和培训资源上线人民网。 

2）利用人民网在全国的影响力，将研发的同向育人的课程资源和培训

资源通过新媒体的形式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3）根据资源使用反馈，将完善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 

2. 实践研究方法 

本项目采取的实践研究方法如图 2 所示。 

图 2 本课题的实践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调查学习者的需求以及喜好，总结调研数据，为研究同

向育人的路径方法提供数据支撑。 

（2）实证研究法：进行学习者个体实施实证以及群体实施实证，根据反馈

数据论证路径方法的有效性。 

（3）对比研究法：将实施应用前后效果进行对比，以及与同类研究进行对

比，根据对比结果对同向育人的路径方法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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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1. 项目建设背景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

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近年来，研究者们在课程思政育人

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 

①课程思政的育人成效初显：课程思政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

培养体系，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近年来，研究者在探索党建、党

史、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路径。王永芹和李彦群等学者

提出了党史国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及路径[1]；赵社民学者提出了党

史文化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2]；池晶学者以河北经贸大

学旅游学院党委为例提出了高校"党建+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3]；李江学者

讨论了党委在领航课程思政方面的主体责任的逻辑与行动[4]；石丽艳学者

提出了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的方法[5]。相关研究工作也证明了

课程思政在育人方面的成效和作用。 

②新媒体已逐渐成为思政工作和课程思政宣传的新阵地：新媒体是利

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

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随着新媒体

技术和行业的发展，在党建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媒体涌现，如人民网、新华

网、环球网等大型网站，学习强国等移动端应用。研究利用新媒体学习党

史、开展党建逐渐成为研究者研究的热点。高新民学者讨论了新媒体与党

的建设的内在逻辑[6]。储连伟学者提出了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形

象建设的路径[7]。张慧芝学者讨论了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对党建工作的影

响[8]。武圣强学者提出了党史宣传教育的新媒介开发与应用方法[9]。高新

民讨论了新媒体对党的建设的挑战与机遇[10]。卢迪和邱子欣提出了高校党

建新媒体传播的理论、方法与策略[11]。相关研究工作也证明了新媒体已经

逐渐成为党建工作和课程思政宣传的新阵地。 

参考文献 

[1] 王永芹, 李彦群. 党史国史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及路径[J]. 中国高

等教育, 2020(5):32-32. 

[2] 赵社民. 党史文化视阈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

想教育, 2017, 000(009):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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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池晶. 高校"党建+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初探——以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

院党委为例[J].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19, 000(010):66-67. 

[4] 李江. 领航课程思政:党委主体责任的逻辑与行动[J]. 中国高等教育, 

2017, 000(015):18-20. 

[5] 石丽艳. 关于构建高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的思考[J]. 学校党建与

思想教育（高教版）, 2018, 000(010):41-43. 

[6] 高新民. 新媒体与党的建设[J]. 理论探讨, 2012, 000(006):110-114. 

[7] 储连伟. 新媒体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研究[J]. 探索, 2015, 

000(004):30-32,37. 

[8] 张慧芝 . 论新媒体时代传播媒介对党建工作的影响 [J]. 出版广角 , 

2015(08):82-83. 

[9] 武圣强 . 党史宣传教育的新媒介开发与应用 [J]. 新闻战线 , 

2015(06):200-201. 

[10] 高新民.新媒体对党的建设的挑战与机遇[J]. 红旗文稿, 2010(20):39-40. 

[11] 卢迪, 邱子欣. 高校党建新媒体传播的理论、方法与策略[J]. 中国编辑, 

2019, 000(006):20-26. 

2.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的建设内容如下。 

1）研究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内在逻辑 

在新媒体视域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目标不尽相同，其关联性和

互补性尚不明确。因此，研究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培

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育人目标是重要研究内容。除此之外，

研究厘清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同向育人方面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是厘清

在新媒体视域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的内在逻辑的关键内容。 

2）研究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路径方法 

依托新媒体开展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的路径尚不明确。因

此，厘清同向育人路径的起点，全面分析学习者的学情，是探索继续教育

同向育人路径的关键。除此之外，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育，在人才

培养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也是研究的关键内容之一。在此基础上，从专业教

育中提炼思政元素，并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中，是路径应用问题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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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实践方法 

新媒体已经逐渐成为党建工作和课程思政宣传的重要平台。如何借助

新媒体的力量，开展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实践方法研究是应用层面的关键

研究内容。本部分的具体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如何在新媒体上提

供学习者喜爱而又具备教育意义的内容；第二、如何在新媒体上进行继续

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推广，解决新媒体+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

育人的实践层面上的问题。 

3. 项目建设方案 

本项目将重点厘清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的

内在逻辑，重点研究“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育人目标，并

厘清同向育人方面的关联性和互补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依托新媒体的同

向育人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如何依托新媒体进行同向育人，解决如何利

用新媒体开展育人的方法层面的问题。本项目的建设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本课题的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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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创新 

1. 提出了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实践模式

本项目研究的对象是教育领域的继续教育。在这个领域，学习者的专

业背景不尽相同，开展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目标不尽相同，其关联性和

互补性尚不明确。本项目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厘清继续教育“培养什么样

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育人目标，进一步厘清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同

向育人方面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以及内在逻辑，继续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有

效补充，有机结合两者的特点互为补充，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专

业教育同向育人。  

2. 提出了基于学习者的专业背景开展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的路径方法

在教育领域，继续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有效补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但是，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开展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的

路径尚不明确。面向的学习者主体为大中小学教师，每个学习者的专业背

景不尽相同，每个学习者对课程思政的需求不尽相同。本项目将厘清同向

育人路径的起点，全面分析每个学习者的学情，基于学习者的专业背景，

选取从建党以来我党、我国取得的成绩和成果、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作

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内容，选取党史中与专业背景相关的案例作为思政元素

的教学情境融入到继续教育中，深化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探索继续教育

同向育人的路径方法。 

3. 提出了依托人民网公开课开展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具体实施措施

新媒体已经逐渐成为党建工作和课程思政宣传的重要平台，如人民网、

新华网、学习强国等。如何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开展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

实践方法研究是本项目应用层面的关键研究内容。本项目将利用人民网在

党建和党史方面的积累和经验、人民网公开课、人民网课程思政示范资源

库，以及人民网在全国的影响力，开展同向育人的实践和推广。首先，本项

目将联合人民网开发学习者喜爱而又具备教育意义的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课

程内容；其次，本项目将在人民网公开课上面向国内大中小学教师进行继

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推广，解决新媒体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实践

层面上的问题。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同行，在新媒体上最大程序提升

每个学习者的兴趣度和参与度，从思政和专业两个领域提升继续育人的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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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项目推广价值 

本项目将依托人民网公开课探索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主要

的推广价值分为两部分。 

1. 学术推广价值 

（1）本项目提出了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实

践模式，厘清继续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谁培养人”的育人目标，

进一步厘清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同向育人方面的关联性和互补性以及内

在逻辑，继续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的有效补充，有机结合两者的特点互为补

充，在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育人。  

（2）本项目提出了基于学习者的专业背景开展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的路

径方法，厘清同向育人路径的起点，全面分析每个学习者的学情，基于学

习者的专业背景，选取从建党以来我党、我国取得的成绩和成果、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成果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内容，选取党史中与专业背景相关的

案例作为思政元素的教学情境融入到继续教育中，深化立德树人的根本目

的，探索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路径方法。 

（3）本项目提出了依托人民网公开课开展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具体实

施措施，将利用人民网在党建和党史方面的积累和经验、人民网公开课、

人民网课程思政示范资源库，以及人民网在全国的影响力，开展同向育人

的实践和推广。首先，本项目将联合人民网开发学习者喜爱而又具备教育

意义的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课程内容；其次，本项目将在人民网公开课上面

向国内大中小学教师进行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向育人推广，解决新媒

体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实践层面上的问题。继续教育和专业教育同向同行，

在新媒体上最大程序提升每个学习者的兴趣度和参与度，从思政和专业两

个领域提升继续育人的效果。 

2. 应用推广价值 

依托新媒体开展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形成示范效应。面向国内大中小

学教师的需求，与新媒体人民网合公开课作开发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系列教

学视频，上传人民网课程思政示范资源库，重点探索在学习者专业背景下

融入多元化的思政素材和案例的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形成课程思政继续教

育成果，并在人民网上进行宣传展示，辐射国内师生学习者，形成示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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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本项目将在 2022 年内完成建设，具体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研究阶段 研究内容 研究成果 

2021 年 10

月 

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

目标 

课程思政背景下继续教育同向育

人的目标研究 

2021 年 11

月 

继续教育同向育人的内

在联系 

发表论文：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的

同向育人理论研究 

2021 年 12

月 
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实践 

面向深圳中小学教师开展课程思

政继续教育培训 

2022 年 1

月 
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实践 

面向全国教师在人邮大讲堂开展

课程思政继续教育培训 

2022 年 2

月-4 月 

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资源

开发 

根据不同学习者的需求和专业背

景，开发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视

频，并上线人民网课程思政示范

资源库 

2022 年 5

月-6 月 

课程思政继续教育资源

推广 

在人民网推广课程思政继续教育

课程 

2022 年 7

月-8 月 

根据线上线下学习者反

馈完善课程思政继续教

育资源 

发表论文：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的

同向育人路径研究 

2022 年 9

月-10 月 

根据学习者反馈完善课

程思政继续教育实践方

法 

发表论文：课程思政继续教育的

同向育人实践研究 

2022 年 11

月 

形成课程思政继续教育

同向育人的工作方案 
继续教育同向育人工作方案 

2022 年 12

月 
撰写研究总结报告 

课程思政继续教育项目研究总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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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建设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规章制度齐全、政策支持到位。为了加

强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工作的管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 2001 年制定和发

布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深职院〔2001〕173

号文），并于 2014 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深职院〔2014〕27 号文）。《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文件对教研项目申报与评审、

研究进度检查、经费资助与配套、结题鉴定与验收等事项作了明确细致的

规定。 

为了规范项目经费管理，建设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年发布了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试行）》〔2015〕73 号文），2017 年

进行了修订（深职院〔2017〕199 号文）。《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科研经费管理

办法（试行）》对科研和教研项目的经费的收入与支出、预算与决算管理作

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为了调动教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的积极性，建设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制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教研工作量化考核评分细则》。建设单位的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科研教研工作量化考核评分细则》将省教改项目计算

科研立项分和结题分，纳入教师年度考核。 

按照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相关文件规定，建设单位每年组织教研项目申

报,并对于 2012 年以来获得广东省教育厅立项的教改项目，深圳职业技术

学院严格执行广东省教育厅 2012 年立项通知的规定：“对省财政资助项目

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配套资助。”  

针对本项目“依托人民网公开课探索继续教育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

建设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专项研究团

队，包括二级学院副院长、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及支部党员教师等一线党

建研究人员，具备丰富的研究能力和研究经验。研究团队承担或已完成多

项国家、省市各级党建和教研项目，发表了 30 余篇高水平党建和教研论文，

拥有相关研究设备 800 余万，所需资料设备齐全，经费充足，能够在 2 年

内高质量完成本项目的研究。 

建设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从制度保证、资金支持、考核推动，三大

措施有力地支持了学校教师开展广东省继续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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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本项目的总预算是 3 万元，从专业建设经费和课程研究经费中支出，

包括图书资料费、调研差旅费、视频制作费等。本项目经费筹措及预算安

排如表 1 所示。 

表 1  项目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预算科目 经费预算（万元） 计算依据与说明 

图书资料费 0.3 购买课程思政相关书籍 

调研差旅费 0.7 走访人民网、相关高校 

设备费 0 无需，设备齐全 

文具购置费 0 无需，文具齐全 

会议费 0 无 

咨询费 0 无 

印刷费 0 无 

其他 2 课程思政系列视频拍摄费用 

合计 3 万 

经费来源说明 专业建设经费和课程研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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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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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荐单位意见 

（通过地市教育局、教指委或有关行业协会推荐的项目须由推荐单位填写推

荐意见。）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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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佐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