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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高学会发〔2019〕10号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关于开展 2019-2020 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 

课题立项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重庆市教育大会精神，努

力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2）》的目标任务，聚焦高校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

重点问题，探索立德树人、内涵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机制，

为重庆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服务，决定启动

2019-2020 年度重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报工作。为顺利

开展和推进课题申报与评审工作，按照《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渝高学会发【2013】5 号）的规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紧密结合全国和重庆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的实际，紧紧围绕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热点难点

问题和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组织开展课题研究，努力培育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为我市高等

教育改革与发展和学校的建设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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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项要求 

申报课题符合指导思想，突出重点，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实

践性，符合以下要求： 

 1.紧扣“十三五”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任务和《重庆市高等教育

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2）》，重点关注立德树人，“双一流”建设，

创新创业教育、美育教育等热点问题。  

2.坚持问题导向，贴近教育教学实践，立意深远，着眼于高校

改革发展与教育教学的重点、难点，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与实际应用。 

3.研究目标明确，课题研究设计科学合理，研究路线清晰，研

究举措切实具体，有较好的研究和改革实践基础， 研究力量较强，

研究方法和实践途径可行。 

4.预期成果有推广应用价值，课题完成后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

示范辐射作用。 

 三、立项分类与数额 

1.本轮课题申报立项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两类，学术委员会

将按照课题管理办法，组织专家对各单位推荐上报的课题进行评审，

择优确定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申报者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研究基

础，确定申报类别。  

2.本次课题申报仍采取各单位限额申报的原则，本科院校 12项，

优质高职高专院校（含培育）8 项，一般高职院校 5 项，分支机构 3

项。 

四、课题资助与经费配套 

1.学会立项课题的资助经费和资助方式：重点课题 5000元∕项，

分两次拨款，中期检查合格后拨出余款；一般课题按先立项后资助

的方式资助经费，对结题时评为优秀的立项课题，按 2000 元/项的

标准予以资助。 

2.课题所在单位应按照《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

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以不低于 1:1 的标准配套资助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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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对先立项后资助的项目，应按不低于 2000 元/项的标准予以

资助。 

五、申报条件 

1.课题申报人可根据《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19-2020年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指南》（附件 1）的选题要求和范围，结合我市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以及本单位、本学科领域的实际，确定课

题的选题方向和研究范围。 

2.学会课题申报者必须是实际主持工作和从事课题研究工作的

负责人，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者须由 2 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校内外不限）书面推荐；

重点课题申报者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每个课题负责人限额申报 1 项，已主持参与有前三届学会课

题者须在完成现有课题的研究任务并结题后方能申报本次学会课题。

近 3 年已有相同或相近立项课题，或已有较为成熟研究成果的，如

无创新发展原则上不再申报。 

4.经课题申报人所在单位高教课题管理部门审核，已获得同级或

更高级别的高教课题立项的相同研究内容的课题，不得重复申报学

会课题。 

5.研究队伍结构合理，能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六、研究周期 

2019-2020 年重庆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研究周期一般为 2

年，原则上，获准立项的课题须在 2021年年底前结题。 

七、申报及评审工作要求、时间与程序 

2019-2020 年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以各会员单位为申报

单位集中申报（分支机构申报课题初审由所在单位进行，与所在单

位其他课题一并报送学会秘书处），不受理个人申报。具体要求、

时间与程序如下： 

1.立项启动。各会员单位、各分支机构要按照通知的要求，高



 

 4 / 8 
 

度重视，广泛宣传，精心组织，严格、认真、准时、规范地完成本

单位的课题申报工作。 

2.材料填报。2019 年 7 月-8 月底。申报人可按学会课题指南，

结合本地区、本校、本学科领域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确定课题，按要求填写《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育科学研

究课题立项申请书》（附件 3）一式 2 份，同时填写《重庆市高等教

育学会高等教育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书<课题设计论证>活

页》；课题申请人登录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网站（www.cqgjxh.com）

“通知文件”栏目中下载相关表格，统一用 A4纸双面印制装订。 

3.单位初审。2019 年 9 月中旬为各申报单位评选推荐时间。为

确保课题申报质量，各申报单位应按照《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

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对本单位所申报的课题

进行资格审查和择优筛选排序，总量控制，确定上报课题的排序名

单（不超过本单位申报分配的数额）。 

4.材料报送。本次课题申报材料报送的截止时间为 2019年 9 月

25 日。各单位须填写《2019-2020 年度重庆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

题申报汇总表》（附件 2）1 份并加盖单位公章，连同本单位所有课

题申请书（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集中报送重

庆市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 

5.立项评审。2019 年 10 月，学会学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申报

的课题进行立项评审，根据课题申报质量和专家评审意见向会长办

公会提出课题立项建议方案（含批准立项的课题类型及立项数目），

由会长办公会批准并向社会公示。2019 年 11 月，学会通过正式文

件下达立项通知，并在学会网站发布。 

八、注意事项 

1.相关表格请登录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网站（www.cqgjxh.com）“通

知文件”栏目中下载。 

2.联系地址：渝中区桂花园新村 1 号 501室， 重庆市高等教育

http://www.cqjy.com/gdjy/
http://www.cqjy.com/gd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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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秘书处；联系电话：63862385；电子邮箱：xhkt2017 @163.com 

3.联系人：刘颖 13709430459；李健苹 13996311695  

4.学会ｑｑ群：１８８５９０４２２（有需要咨询的相关问题

可通过此群和工作人员沟通）。 

附件： 

1.《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指南

（2019-2020年度）》 

2.《2019-2020 年度重庆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 

3.《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立项申请

书》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19 年 6月 27 日 

 

 

 

 

 

 

 

 

 

 

抄送：重庆市教委、重庆市社科联、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 2019 年 6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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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指南 

（2019－2020 年度）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重庆市教育大会精神，努力

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重庆市高等教育发展行动计划

（2018——2022）》的目标任务，聚焦高校教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

重点问题，探索高校立德树人，内涵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机

制，为重庆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服务。 

二、选题说明 

（一）本课题指南只提供所列方向，非具体的项目名称。 

（二）课题申请者可参考所列方向，结合实际确定课题名称和

研究内容，也可根据教育教学实践需要自拟题目。 

（三）申请者应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

题，兼顾宏观、中观和微观范畴，结合各高校办学特色和教育教学

改革实际，深化、细化本指南所列方向和内容。 

三、选题方向 

（一）立德树人与高校德育研究（思政教育与相关课程建设；

思政教育与课堂教学研究等） 

（二）“一带一路”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一带一路”与

高等教育国际化；“一带一路”背景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高校

服务“一带一路”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研究；“一带一路”背

景下应用型大学专业结构优化与人才培养研究等） 

 （三）“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研究（“双一流”

背景下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实践研究；“双一流”建设的策

略与院校发展实践研究；“双一流”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创新研究、新

工科人才培养实证研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综合改革实践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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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能化与高等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研究（大数据与智慧校

园建设；智慧课堂建设实践研究；“互联网+”与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课程改革与智慧教学研究；“金课”建设的路径与实践探索；高校系

列课程[MOOC、SPOC、微课]及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等） 

（五）“双创”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创新创业教育案例研究；

创新创业教育体制机制与保障体系构建研究；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

证研究；创新创业教育开放式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研究；创新创

业教育经验案例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等） 

（六）“双高建设”与高职院校内涵发展研究（高职院校高水平

专业与高质量课程建设研究；高职教育教材与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与利用研究；产学研合作研究；工匠精神与高职院校学生核心能力

培养的实践研究；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的实践研究与高职人才

培养质量标准；高职专业设置、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衔接的

实证研究；1+X”证书制度、标准化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教

融合型企业等研究内容） 

（七）“一流师资建设”与教师教学发展研究（新时期师德建设

研究；新时期教师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师德建设与教师素

养研究；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信息化背景下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研究；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 

（八）美育研究（重庆美育实验高校建设研究；新时代高校美

育政策与执行方案研究；美育与专业人才培养关系研究；公共艺术

课程教学研究；智能化美育方案探究；高校美育与中小幼美育一体

化建设研究；高校美育咨询高地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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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2020 年度重庆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申报汇总表 

申报单位：    （公章）                管理部门： 

排序序号 申报项目名称 负责人 职称职务 申报类别（重点、一般）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说明：各会员单位和分支机构务必填报此表，且分类（重点和一般）进行校内排序，重点不超过总额

的 1/3。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