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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宣〔2018〕94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浙江省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载体名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贯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抓好我省“三全育

人”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根据《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建设标准和管理办法》（浙教工委〔2018〕29 号），

我厅组织开展了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载体

的申报和遴选工作，分别为文化育人示范载体、实践育人示范载

体、名师工作室、“易班”建设试点。现将入选名单予以公布（详

见附件）。请各高校按照浙教工委〔2018〕29 号文件要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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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附件：1.浙江省高校文化育人示范载体名单 

2.浙江省高校实践育人示范载体名单 

3.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名单 

4.浙江省高校“易班”建设试点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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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高校文化育人示范载体名单 

序

号 
学 校 载体名称 

1 浙江大学  “一院一品”思政育人体系 

2 浙江大学 
以“启真杯”年度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评选为载体

的学生创新文化育人模式 

3 中国美术学院 艺苑寻踪——校史文化育人载体 

4 浙江工业大学 
 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浙江工业大学青年马克思

主义者培养工程 

5 浙江师范大学 “五位一体”国学文化传承传播工程 

6 宁波大学 
“爱国爱校，创新创业”宁波大学校园双创文化塑造

工程 

7 浙江理工大学 
立根铸魂 以文化人——浙江理工大学“红色文化”

特色育人 

8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情系家国、筑梦青春”——杭电国防文化育人工程 

9 浙江工商大学 
“育身、育心、育人”——大思政格局下的公共艺术

教育平台 

10 中国计量大学 “8020 式”新媒体育人共同体  

11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中医药博物馆  

12 浙江海洋大学 “红•黄•蓝”三位一体思政文化育人示范载体 

13 浙江农林大学 “七彩新农人”文化育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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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温州医科大学 
以生命教育特色品牌文化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系

列文化育人载体 

15 浙江财经大学 契合结合融合 构建开放式立体化书香校园 

16 浙江科技学院 基于“五项机制”的社团育人改革与实践 

17 浙江传媒学院 
大影育人 大视弘道——浙江传媒学院“影视文化”

育人载体 

18 嘉兴学院 以红船精神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育人工程 

19 浙江外国语学院 “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文化育人平台 

20 浙江万里学院 “四季歌”校园文化活动 

21 杭州师范大学 
以舞台延续课堂，用戏剧拓展教育—大学生校园戏

剧 30 年耕耘影响几代人 

22 温州大学 “五爱”文化育人工程 

23 衢州学院 南孔文化“七个一”育人工程  

24 绍兴文理学院 风则江大讲堂  

25 湖州师范学院 
明体达用，在国风传承中寻根铸魂—— 以“君子之

风”建设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6 丽水学院  瓷韵育人 

27 浙江警察学院 以“忠诚”文化 培育公安事业可靠接班人 

28 宁波大红鹰学院 “阳明讲堂”——“阳明文化”的传承与光大 

29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以水育人 以文化人——特色水文化教育基地 

30 浙江音乐学院 “事必尽善 德艺双馨”文化育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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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杭州医学院 “天使爱美丽”医学生职业素养涵育工程 

32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阳明学堂：中国文化体验与传播基地 

33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古桥营造技艺与文化传承基地  

34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金湖大讲堂 

35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思源润泽校园 文化濡染心灵 

36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金融博览馆 

37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目标引领 文化浸润 全面发展——基于“三全育

人”理念的“目标导航工程”建设 

38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实施“三爱”教育 传承优秀文化 

39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红帮文化 

40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担当学校立德树人使命 服务学生一生一世发展

——浙工院“1314”校园文化建设体系 

41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丝路书院 

42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修炼和圆文化 培育工匠精神——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和圆”文化育人示范载体 

4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与创新非遗文化育人载体 

44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诗教  和谐育人 

45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传承仁爱文化  铸就育人品牌 

46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让学生成为有责任的“金牌员工”——责任文化引

领的学生职业素质培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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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以红船旁的“勤禾”技能文化培养新时代创新型高

技能人才——勤禾技能文化节 

48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校长请我喝杯茶”思政文化品牌  

49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 “指南针”航海文化育人载体 

50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扬伟人精神、创„周恩来‟„邓颖超‟班”伟人文化育

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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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高校实践育人示范载体名单 

序

号 
学 校 载体名称 

1 浙江大学 
信仰点亮青春——浙江大学“红色寻访”大学生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育人工程 

2 浙江大学 课程化、基地化的博士生社会实践育人模式  

3 中国美术学院  千村千生服务基层计划——实践育人载体 

4 中国美术学院 美美讲堂——社会美育实践育人载体 

5 浙江工业大学 
基于“六平台+三体系”的链式创新创业实践育人

载体 

6 浙江师范大学 浙师“生存+”实践育人平台  

7 宁波大学 学生互助学习中心 

8 浙江理工大学 
“专创、科创、产创”三融合，打造实践育人“浙理”

模式 

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电安吉两山实践教育基地 

10 浙江工商大学 基于公益精神培育的实践育人示范载体  

11 浙江工商大学 
创新高校实践方式，探索思政教育模式——浙江

工商大学“顶天立地”实践育人  

12 中国计量大学 
一分一生托思想品德底线，行为实践考核促育人

成才 

13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草药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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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浙江海洋大学 “蓝色系列”思政实践载体 

15 浙江农林大学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浙江农林大学实践育

人载体 

16 温州医科大学 
立德树人 仁爱塑心——医学生医学人文培养实

践体系的构建 

17 浙江财经大学 
“知行浙江 服务浙江”三位一体实践育人平台助

力研究生成长成才  

18 浙江科技学院 校企协同实施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项目 

19 浙江传媒学院 
搭建高端实践平台 培育卓越传媒人才—浙江传

媒学院“未来之声”全媒体中心实践育人载体 

20 嘉兴学院 “红船先锋”培育工程  

21 浙江外国语学院 国际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平台 

22 浙江万里学院 雷锋营 

23 浙江树人学院 扣好大学生涯的第一颗扣子 

24 杭州师范大学 
聚焦育人主业 践行青年使命——全周期志愿服

务实践育人体系建设 

25 温州大学 “学区-学园”两级思政育人实践模式 

26 衢州学院 “青春接力，筑梦童年”关爱留守儿童 

27 台州学院 郭文标道德教育基地 

28 丽水学院 “倾馨”大学生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团 

29 浙江警察学院 实践育人，磨炼公安学警忠诚品质 

30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以创建“周恩来班”为载体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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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双千双百”主题实践教育活动 

32 浙江音乐学院 构建“艺术+”多元化实践育人平台  

33 杭州医学院 
感悟、传承、奉献——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基地建设 

34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走进新时代•知行合一促“三进” 

35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益立方”公益学院 

36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红橙绿”社会实践平台 

37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构建实践育人“四平台”  点亮学子成长成才路 

3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师生团队助力全省万村景区建设 

39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五融”实践育人 

40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服务学习的社会实践体系构建 

41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创新实践育人载体 服务农村文化礼堂 

42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幸福学院 

43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五色之路”筑梦践行团 

44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 
时装学院“品牌园” 

45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强“后台”•搭“舞台”•展“平台”  ——依托全员社

团化工程实施实践育人 

46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金海•匠谷实践育人示范基地 

47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四千工程”育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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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1+5”生态素养培育工程 

49 浙江长征职业技术学院  浙商博物馆  

50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

学院 
“同舟基金”关爱互助项目   

 



- 11 - 
 

附件 3 

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名单 

序号 学 校 工作室负责人 

1 浙江大学 段治文 

2 浙江大学 朱婉儿 

3 中国美术学院 翟志强 

4 浙江工业大学 朱李楠 

5 浙江工业大学 易继苍  

6 浙江师范大学  施佳、郑园园 

7 浙江师范大学 李建华 

8 宁波大学 陈正良 

9 浙江理工大学  渠长根  

10 浙江理工大学 孙显水 

11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范江涛  

12 浙江工商大学 王晓刚 

13 浙江工商大学 李梦云 

14 中国计量大学 隋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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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浙江中医药大学 朱  珏 

16 浙江海洋大学 龚  鹰 

17 浙江农林大学 宫  瑜 

18 温州医科大学 陈  勰  

19 浙江财经大学 华正学 

20 浙江科技学院 钭利珍 

21 浙江传媒学院 何仁富   

22 嘉兴学院 彭冰冰 

23 浙江外国语学院 尹  铁  

24 浙江万里学院 孙叶飞 

25 浙江树人学院 尹晓敏 

26 杭州师范大学 余龙进 

27 温州大学 卓高生 

28 衢州学院 张佩云 

29 绍兴文理学院 裘  斌  

30 湖州师范学院 吴凡明 

31 丽水学院 龚志伟 

32 浙江警察学院 陈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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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胡大伟  

34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钟学敏 

35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韩世强 

36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陆晓莉 

37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王晓漪 

38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王红芳 

39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李华忠 

40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熊  峰 

41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国宏  

42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胡卓群 

43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鲁明川 

44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穆丹萍 

45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崔  春  

46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梁丽华 

47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吴地花 

48 嘉兴职业技术学院 邹建良 

49 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吴太胜  

50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丁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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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浙江省高校“易班”建设试点名单 

号 学 校 载体名称 

1 浙江工业大学 “易班+”学生成长融合服务系统 

2 浙江师范大学 易班发展中心 

3 宁波大学 
基于“易班”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建

设 

4 浙江中医药大学 远志易班网络文化工作站   

5 浙江海洋大学 海大“易班”  

6 浙江农林大学 浙农林大易班 

7 浙江财经大学 易班 

8 浙江科技学院  掌上书院 

9 嘉兴学院 “嘉”易班 

10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 
e 路求真——“互联网+党建+思政”一体化

育人建设 

11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外国语学院智慧•易班 

12 浙江树人学院 不一般的树人“易班” 

13 温州大学 易班网 

14 衢州学院 衢院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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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州学院 台州学院“易班”建设 

16 浙江音乐学院 浙音“易班”建设试点平台  

17 杭州医学院 杭医易班 

18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宣教学思行”五位一体“易班” 

19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易班网 

20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宁卫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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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