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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思政〔2018〕1081 号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8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优秀品牌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按照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奖评审办法，依据《中共

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全省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奖评选的通知》（教思政〔2018〕1045 号）精神，

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 2018 年度全省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奖暨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的评审工作。经过认真遴选，共

有 113 项品牌获得优胜，授予 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工作优秀品牌”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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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高校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

培育意识和精品意识，充分发挥优秀品牌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

用，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不懈探索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有效途径和方式，不断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水平。 

 

附件：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 

 

 

 

中 共 河 南 省 委 高 校 工 委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2018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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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8 年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品牌 

序号 学校 品牌名称 

1 郑州大学 本科生八大思想政治教育品牌培育工程 

2 郑州大学 研究生“优秀拔尖人才”培训学校 

3 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青年集结号”一一思政教育双微平台 

4 郑州大学 时事我来评 

5 郑州大学 大学生党员“线上线下”双引领工程 

6 郑州大学 “学思践悟”红色育人工程 

7 郑州大学 学生思政课“微课堂” 

8 河南大学 但为君兮—羽帆诗社情诗大赛 

9 河南大学 大学生“软实力”提升工程 

10 河南大学 “灯塔寻红”系列实践活动 

11 河南大学 礼别——毕业生文明离校教育“十个一”工程 

12 河南大学 “微阵地”开展“微思政”活动 

13 河南农业大学 “心悦农大”阳光心理工程 

14 河南农业大学 “弘农文化”育人工程 

15 河南农业大学 以文育人树文化自信 

16 河南师范大学 “情翼传扬共筑馨乡”系列活动 

17 河南师范大学 “外语+”全新育人模式 

18 河南师范大学 “实践育人助力成长”学生党员志愿服务队 

19 河南师范大学 “五位一体”学生成长预警教育工作品牌 

20 河南师范大学 “一三四八”创新实践育人工程 

21 河南师范大学 美丽生命绽放人生项目 

22 河南科技大学 动科青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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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河南科技大学 “非常 5 分钟”微视频 

24 河南科技大学 “礼”行科大——传统礼仪展演系列活动 

25 河南科技大学 六艺乐书吧 

26 河南科技大学 先锋训练营 

27 河南理工大学 流动道德讲堂 

28 河南理工大学 学生党支部红色话剧展演活动 

29 河南理工大学 幸福成长训练营 

30 河南工业大学 “小树苗”志愿服务育人工程 

31 河南工业大学 绿色成长服务队 

32 河南工业大学 “明德书屋” 

33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大学生思政教育实践育人机制 

34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基于精品专题教育社区的实践育人模式 

3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班级活动 

36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尚德杯”主题演讲实践教学模式  

37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华水“新铁军” 

38 河南中医药大学 “7+7+7”正能量网红引领育人模式 

39 河南中医药大学 “星光研习社”红色基因传承育人工程 

40 河南中医药大学 “1234”心理育人模式 

41 河南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两大工程”育人模式 

42 郑州轻工业学院 学生公益设计工作室 

43 信阳师范学院 红色领航 以艺养德 

44 信阳师范学院 南湖评论 

45 信阳师范学院 大学生宣讲团 

46 信阳师范学院 贤林讲坛 

47 新乡医学院 党建三工程 

48 新乡医学院 “医路相随  筑梦青春”校园微视频原创活动 

49 新乡医学院 学生工作“五个一”铸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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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YU 梦”资助育人工程 

5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青铸工坊 

52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圆梦“A 基金”志愿服务项目 

53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零距离”互联网+陪伴成长工程 

54 中原工学院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网络育人体系 

55 安阳师范学院 师生万人心理健康运动会 

56 安阳师范学院 “红旗渠精神我来讲”主题教育 

57 南阳师范学院 “德法兼修”大学生法制宣传教育平台 

58 南阳师范学院 “传承经典 立德树人”传统文化育人工程 

59 洛阳师范学院 阅读文化经典  建设书香校园 

60 商丘师范学院 共青团活力提升“双百工程” 

61 商丘师范学院 “校园网红”榜样人物群体打造项目 

62 周口师范学院 “红色旋律·飞舞青春”红色文化主题教育 

63 周口师范学院 “两突出、两融入”红色育人模式 

64 许昌学院 “致知班”大学生成长训练营 

65 许昌学院 编外雷锋营 

66 洛阳理工学院 “五维”协同育新人 

67 洛阳理工学院 “青藤纪”职业生涯工作室 

68 河南工程学院 弘扬靖宇精神主题教育 

69 铁道警察学院 学生警务综合素质提升工程 

70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经典照亮人生 

71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国学·金融”学生工作品牌 

7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红色筑梦“1234”育人模式构建 

73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公寓思政润无声 

74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垒基搭台唱大戏思政品牌 

75 河南工学院 百部经典千人共读活动 

76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国学文化月”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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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黄淮学院 国防教育“一二三四”模式 

78 平顶山学院 法律文化节 

79 安阳工学院 透过榜样传文化 《洹水书院》育新人 

80 南阳理工学院 思想政治工作“合力育人工程” 

81 南阳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月 

82 郑州师范学院 网络视频栏目《听君一席话》 

83 信阳农林学院 文明素养提升工程 

84 黄河科技学院 思政工作“1234”法 

85 郑州科技学院 “书香郑科”育人工程 

86 商丘工学院 “信电之星 榜样育人”工程 

87 商丘学院 新时代雷锋精神育人工程 

88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实践育人--思政工作坊 

89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广亚养成教育——劳动教育 

90 安阳学院 红色文化育人工程 

91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红色经典诵读 

92 郑州财经学院 “雅• 智”宿舍 

93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让生命更加精彩”心理主题班会 

94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五位一体”优秀传统文化育人平台 

95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邢二朋志愿服务队 

96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互联网+微梦创客 

97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独山书韵读书会 

98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堂一课”育人品牌  

99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高职思政课“1+3”实践育人工程 

100 开封大学 实施“四项工程”，育“六有”新人 

101 开封大学 大学生工匠精神塑造工程 

102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 “万卷书”+“万里路”思政育人工程 

103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天使到家”爱心志愿服务实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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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润物无声班级文化育人工程 

105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五训四提高”育人模式 

106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优秀学子宣讲团 

107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绿色成长方案 

108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五进”学生宿舍育人模式 

109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三堂联动”育“四德” 

110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经典接力朗读活动 

111 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育人诗苑 

112 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 武林汉韵 

 113  漯河食品职业学院  党建、思政“三贴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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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8 年 12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