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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经纬：成果转化的相关教研教改文章 

深根铸魂，润脑入心：让家国情怀教育体系“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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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就业教育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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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新时代研究生爱国主义教育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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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及实践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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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传播的四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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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下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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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师生党员同心同力战疫情 



13 
 

 



14 
 

北京化工大学退休党员与青年党员的跨时代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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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工作的担当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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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三创”式教育教学模式的学风建设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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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时代”背景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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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研究生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的目标导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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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融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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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对本科生科研创新引领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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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实践：体系构建的制度文件及新闻报道 

（一）“全员育人”三支教学队伍建设相关实践 

1. 导师教学实现“点”领航 

（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评选 

 

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评选流程 

（2）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大讲堂 

 

研究生“立德树人”德育导师大讲堂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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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年教师担任研究生辅导员，引领科技报国 

 

“数”说青年导师担任研究生辅导员新队伍 

（4）《中共北京化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加强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

中作用的实施意见》（北化大党发﹝2017﹞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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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化工大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办

法（试行）》（北化大党发﹝2021﹞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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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朋辈教学实现“线”贯穿 

（1）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校长奖学金获得者风采展示 

 

博士生校长奖学金获得者风采展示 

（2）依托科研团队优势、学科平台特色成立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纵

向党支部 

 

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纵向党支部成立大会 

 

序号 纵向党支部名称 党支部书记 

1 化工学院超重力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班研究生党支部 蒲源 

2 材料学院生物材料系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石淑先 

3 材料学院先进弹性体材料研究中心研究生第一纵向党支部 吴晓辉 

4 材料学院先进弹性体材料研究中心研究生第二纵向党支部 王润国 

5 机电学院博士生党支部 程礼盛 

6 信息学院智能软件工程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李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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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学院智能系统工程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贺彦林 

8 信息学院图像解译与智能处理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周勇胜 

9 信息学院博士生党支部 郭永奇 

10 化学学院插层化学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邵明飞 

11 化学学院有机化学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杨占会 

12 生命学院生物炼制研究生纵向党支部 王萌 

现有纵向党支部名单 

（3）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研究生党员标兵”创

建工作（简称研究生党建“双创引领计划”） 

 

研究生党建“双创引领计划”校级立项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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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党建“双创引领计划”立项评审会 

 

北京化工大学首批研究生样板党支部，研究生党员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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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教学实现“面”覆盖 

（1）举办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高级团校 

 

研究生高级团校 

（2）成立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党员骨干培养班 

 

研究生党员骨干培养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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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讲师团 

（二）“全方位育人”重点构筑三级教学圈层 

1. 深入挖掘优秀典型，构筑身边榜样“形成圈” 

（1）“立言新时代、敢想敢发声”主题微宣讲 

 

主题微宣讲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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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云端”微宣讲  

（2）“党员请出列”系列专题推送 

 

疫情期间参与一线防控的研究生近百人，累计出勤近千人次，累计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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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6 万余元 

（3）“我和我的祖国”研究生主题党日活动 

 

 

“我和我的祖国”研究生主题党日活动 

（1） 青春大讲堂 

 

青春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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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构筑中国故事“传播圈” 

（1）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开展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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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发文 

（3）“使命在肩青春梦，奋斗有我家国情”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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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题宣讲、辩论赛、摄影展等形式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主题教育活动发文 

（4）2020 年研究生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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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月活动发文 

（5）“我听亲人讲‘四史’”研究生主题征文活动 

 

主题正文活动通知 

（6）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仪式暨“永远跟党走”

主题教育首场报告会 

 

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原副局馆长、研究馆员杨继波受邀做题为“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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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专题报告 

（7）“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党课 

 

校党委副书记、研究生院院长甘志华讲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题党课 

（8）“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专题报告 

 

清华大学林泰教授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引领”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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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强教授讲“人生理想与家国情怀” 

 

郑强教授做“人生理想与家国情怀”的专题报告 

 

3. 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构筑思想引领教学“延伸圈” 

（1）研究生党员骨干“四史”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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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习党史，聚焦热点问题 

（2）“青春献礼建党百年”快闪活动 

 

“青春献礼建党百年”快闪作品掠影 

（3）“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 



38 
 

（4）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建国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建国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5）系列红色电影展播活动 

 

红色电影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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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红色教育基地沉浸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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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忆峥嵘岁月，看国富民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海

报作品展 

 

活动海报 

（三）“全过程育人”重点实施三个攻坚行动 

1.强化协同教学、加强体系建设、强化家国情怀教育理念 

（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高品质论坛讲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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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高品质论坛讲坛体系示意图 

（2）北京化工大学中外研究生交流论坛 

 

论坛合影 

（3）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博学论坛” 

 

博学论坛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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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奇做“从何为基础研究谈起”专题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奇做“从何为基础研究谈起”专题报告 

（5）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中林做“从接触起电到双电层的形成”

专题报告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中林做“从接触起电到双电层的形成”专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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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参加学术及德育活动管理办法》（北化大

校学发﹝2018﹞18 号） 

 

管理办法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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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培养模式、改进教学方法、拓宽家国情怀教育途径 

（1）党员先锋工程实践 

 

研究生党员骨干培养班成员赴革命圣地西柏坡和雄安新区开展“重走

赶考征程，勇担时代使命”实践 

（2）“神州行”就业实践 

 

“神州行”就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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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红色 1+1”共建实践 

 

“红色 1+1”共建实践 

（4）“化雨”研究生青年志愿服务队 

 

“化雨”研究生青年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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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生党员先锋岗 

 

研究生党员先锋岗助力校园疫情防控 

3. 延伸教学课堂、打造拓展课堂、搭建家国情怀教育平台 

（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就业创业指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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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调生、京考行测备考及报考指导》培训 

 

《选调生、京考行测备考及报考指导》培训现场 

（3） “天辰杯”创新创业大赛年度总决赛 

 

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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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斯夫杯”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总决赛 

 

大赛合影 

三、育人实效：人才培养成效及相关荣誉表彰 

（1）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 2019 级研究生曹洋入选全国高校“百名

研究生党员标兵” 

 



49 
 

 

（2）北京化工大学化研 1806 党支部获评教育部第二批新时代高校党

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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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化工大学机研 1802 党支部、化研 1803 党支部、马研 1801

党支部曾荣获北京高校红色“1+1”示范活动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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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生党员先锋实践团队荣获团中央“三下乡”实践成果“最

具影响好项目”、“青年服务国家”首都大中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优

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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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推广：成果奖项、主流媒体宣传及国内高校对成果的推广 

（1）家国情怀培训体系建设成果荣获北京高校“三全育人”优秀成

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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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协授予“北京化工大学‘立根铸魂家国梦，立志立言报

国行’宣传教育基地”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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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日报、头条新闻、北京市教委、中国研究生、中国大学生

在线等 40 余家媒体报道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爱国主义教学系列“云

端”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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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高等教育、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中国研究生等报

道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参与一线防控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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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果应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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