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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十二五”以来承担科研课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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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主持人 起止年限

1 天津市乡村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研究 天津农学院 常变蓉 2017.09-2019.09

2 慕课（MOOC）时代下高校外语类课程建设研究 天津农学院 陈欣亿 2014.09-2016.07

3 天津市外语类慕课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课题
陈欣亿 2016.08-

4 高校创新创业类慕课质量评价标准研究 天津农学院 陈欣亿 2017.03-

5 国际协同创新支撑天津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战略研究 天津市科委 程宝乐 2014.10-2016.3

6 农业国际化视域下天津涉农外语人才开发战略研究 天津市教委 程宝乐 2013.09-2015.09

7 英语专业听力课程的英美文化因素介入研究 天津农学院 程宝乐 2012.04-2014.04

8 天津市务农农民职业化水平研究 天津市农委 崔宁 2016.10-2017.11

9 “多维的外语学习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天津农学院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项目
解景媛 2010.06-2013.09

10
天 津 农 学 院

 
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项目（文献阅读与翻译- 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

天津农学院研招办 解景媛 2017.06-2018.12

11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核心实践能力体系建设研究 天津农学院 李厚本 2014.07-2018.06

12 农业高校跨学科、校企协同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的模式研究 天津农学院 李厚本 2017.01-2018.03

1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研究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李厚本 2017.07-2018.12

14 天津市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 李厚本 2012.02-2012-08

15 高校新入职教师工作塑造行为研究 全国教育规划项目 李珲 2016.4-2019.5

16 新生代员工工作塑造行为研究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李珲 2016.8-2017.12

17 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塑造行为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 天津教育规划项目 李珲 2016.4-2019.5

18 新生代员工工作塑造行为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学发展研究基金项

目
李珲 2016.6-2018.6

19 国际化视域下农业科技英语翻译问题及策略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技发展基金项目 李欣 2015.05-2016.10

20 现代农业科技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天津市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资助项目
李欣 2017.11-2018.11

21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教练式订单培养研究
天津农学院2012年度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
刘昊 2012.10—201405

22 农地权益视阈的新生代农民工渐进性市民化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教育部 刘洪银 2012.2-2015.1

23 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实施成效评估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刘洪银 2013.5-2014.4

24 产城融合视阈下稳步城镇化与新生代农民就业转型协同机制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 刘洪银 2013.7-2015.6

25 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约束与实现路径研究 农业部 刘洪银 2014.9-2014.12

26 完善京津冀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政策研究 教育部 刘洪银 2016.11-2017.10

27 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就业机制研究 天津市委宣传部 刘洪银 2014.3-2016.2

28 我市僵尸企业处置中社会托底政策研究 天津市政府 刘洪银 2016.5-2016.12

29 天津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路径研究 天津市社科联 刘洪银 2017.4-2017.12

30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稳定居留机制研究 天津市哲社规划办公室 刘洪银 2017.8-2019.8

31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推动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研究 天津市科委 刘洪银 2017.10-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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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津市科研人员双向流动约束问题与解决对策 民盟天津市委员会 刘洪银 2017.9-2017.12

33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技处 刘洪银 2012.8-2014.9

34 乡村旅游创新实践平台建设研究 天津农学院 吕献红 2017.1-2017.12

35 田纳西•威廉斯塑造的女性形象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研发展基金计划项

目
马云飞 2012.7-2013.6

36 90后大学生中西文化比较意识的培养研究 天津农学院教改项目 马云飞 2012.9-2014.9

37 国际化视阈下高校涉农智库建设对策研究 中国农学会教育教学类科研课题 马云飞 2014.12-2017.12

38 民间传统文化视角下津郊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孙静 2010.06-2011.10

39 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天津农学院教育

 
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孙静 2016.07-2018.06

40 天津旅游城市化发展新思路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

目
田苗苗 2009.12-2011.10

41 农业与农村污染数据分析及减排技术名录编制技术咨询服务  
天津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横向委

托
田瑞芳 2015.9-至今

42 基于自主学习微课的开发、应用及加快发展研究 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 田瑞芳 2016.8-至今

43 转型发展中基于“供需对接、多维互动”高校课程信息化双课堂模式研究与探索 教务处 田瑞芳 2016.9-至今

44 转型发展过程中“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以天津农学院为例 天津农学院科技发展基金 田瑞芳 2016.9-至今

45 公共品供给、土地溢价效应与城市增长管理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 吴晓燕 2009.07-2015.10

46 房地产税、土地利用效率与住宅供给结构：动态影响机制与政策选择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吴晓燕 2009.11-2014.1

47 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计

划项目
夏习英 2012.9--2015.6

48 如何提高我校学生在全国院校技能大赛中的成绩和影响力研究 天津农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夏习英 2016.7——2018.6

49 关于天津高校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天津市教育系统调研课题 夏习英 2012.3——2013.6

50 文化产品创新推动服务业转型机理与实现路径研究 天津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谢玉婧 2016.01至今

51 天津市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发展研究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软科学课

题
谢玉婧 2016.11至今

52 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推动普通高校转型发展研究
天津农学院2016年度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专项研究
谢玉婧 2017.01至今

53 我国英语能力测试等级量表研制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

点）项目
袁友芹 2014.12-2017.12

54 “一带一路”视阈下“双师型”创新创业外语师资团队建设研究 天津农学院 袁友芹 2017，01-2018.03

55 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高级听力与写作 天津农学院 袁友芹 2017.06-2018.12

56 天津市中小企业成长环境评价研究 天津农学院 张二红 2012.7-2014.12

57 创新创业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考核改革研究 天津农学院 张二红 2017.3-2018.3

58 “十三五”时期天津宣传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张洪霞 2014.12月-2015.12月

59 天津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天津市农村工作委员会项目 张洪霞 2014.04-2015.06

60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主观幸福感、人格特征及其关系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计

划
张洪霞 2011.12月-2013.12月

61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思路研究 四川宜宾市翠屏区发改委 张瑞英 2016.06-2019.12

62 四川省宜庆路（高县段）绿色经济走廊发展规划
四川省宜庆路（高县段）绿色经

济走廊发展规划
张瑞英 2016.07-2019.06

63 旅游管理双教双学式师生创新性研究团队建设研究 天津农学院教务处 张瑞英 2017.03-2018.03

64 城镇化推进下的天津蓟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生计转型研究 天津市教委 张瑞英 2014.09-2015.09

65 环境危机背景下生态文学“翻转课堂”的设计与实践
天津市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资助项目（重点）
张霞 2017.06-2019.06

66 天津市涉农外语专业服务“三农”实践基地建设现状与对策研究
2014年度市教委立项重点调研课

题
张霞 2014.03-2014.12

67 高校非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口语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天津农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张霞 2010.06-2012.09

68 核心素养导向下新生代父母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
张妍萃 2017.10-2019.09

69 天津市美丽乡村发展模式构建研究
天津市教育工作委员会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刘继志 2017.07-2018.09

70 校企合作视角下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天津农学院 龚文彬 2017.1-2017.12

71 新型城镇化道路模式研究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吴宝华 2014.2-2017.11

72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
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应急课

题
吴宝华 2016.7-2017.4



7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农民就业转型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吴宝华 2010.11-2014.1

74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 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项目 吴宝华 2014.8-今

75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工作研究 天津市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 吴宝华 2015.11-2016.10

76 面向天津文化产业的应用型管理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
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课题
郑红梅 2011.12-2013.9

77 应对气候异常变化的京津冀地区协同减排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 郑红梅 2014.10-2015.9

78 基于共生视角的高校科研团队学术管理机制研究
天津农学院科学研究发展基金计

划项目
郑红梅 2011.12-2013.9

79 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的对策研究——以天津农学院为例 天津农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郑红梅 2014.9-2015.9

80 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天津农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郑红梅 2010.9-2012.9

81 天津市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激励政策研究 天津市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计划 郑红梅 2016.10-2017.10

82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型工业城市低碳发展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郑红梅 2013.7-2017.4

83 高等农业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课题
郑红梅 2016.8-今

84 天津家庭农场主发展问题研究 天津农委 王庆山 2016.12-2017.08

85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中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京津冀资源要素共享及合理流动机

制
天津理工大学 王庆山 2016.10-2017.12

86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农业物联网投入和政府补贴研究 天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付娜 2017.09-至今

87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文化产业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研究
天津市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
付娜 2013.09-2014.09

88 关于进一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 天津市政策研究室重点调研项目 付娜 2013.04-2013.07

89 滨海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保障
天津农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
付娜 2011.11-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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