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创新案例题目 推荐单位 获奖等次

1 共享“智慧党建”，创新育人途径 东北大学

2 创新“红色VR党课”，筑牢初心使命理想信念 东北大学

3 探索理论学习新载体，发挥专业优势展活力 大连理工大学

4 情景式教育的生动实践——大连海事大学情景党课组织育人模式 大连海事大学

5 依托“理论夜校”载体建设，强化学生党员党性修养锤炼 大连海事大学

6 “讲访联促”党建工作案例 大连民族大学

7 党建工作“思政先锋”工程 辽宁大学

8 创新大学生上讲台讲党课党建工作新模式 中国医科大学

9 以新青年宣讲助力新时代思政大课堂 沈阳师范大学

10 “思政+艺术实践”——我和我的祖国巡演系列音乐会 沈阳音乐学院

11 依托专业课堂教学，探索实践全过程育人 鲁迅美术学院

12 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发挥专业优势助力辽宁精准扶贫 东北财经大学

13 书记项目“3+3”清单，推动党建质量提升 大连医科大学

14 创新“四位一体”教育模式、打造服务型学生党员队伍 大连交通大学

15 “艺院暖贴”走进学生心灵行动计划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16
基于“互联网+专业”党建形式，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

班人
东北大学

17 “光仪青年”，让党管人才工作闪光 大连理工大学

18 重温七十奋斗征程 砥砺教育报国之志 大连理工大学

19 重拾家史 再续家训 大连民族大学

20 转变教学模式，利用“课程思政”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辽宁大学

21 坚守立德树初心使命 构建“课程思政”全课程育人格局 沈阳药科大学

22 依托“红色讲堂”，创新党支部组织建设 沈阳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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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设“机关微课堂” 创新学习教育模式 沈阳工业大学

24 践悟初心、志愿服务关爱母亲河，党员在行动 沈阳理工大学

25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任务 沈阳建筑大学

26 党史宣讲进校园 沈阳音乐学院

27 “温暖的堡垒 私人订制”帮扶计划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8 “筑基领航”工程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9 党建工作与教学工作融合共促，师德建设与服务社会并行 沈阳工程学院

30
收录初心入馆藏——沈阳工程学院图书馆党总支特色新生入馆教育创新

案例
沈阳工程学院

31
党建工作增活力，高校美育新探索——纪念“钱学森先生给化院师生的

复信”主题演讲比赛
辽宁师范大学

32 精心打造“情境式爱国主义教育”模式 辽宁师范大学

33 构建“互联网+党建”共享BS架构模板，服务基层定制化党务平台 大连外国语大学

34 不忘初心担使命 志愿服务再起航 辽宁科技大学

35 “3WEI一体”（品味、站位、慰问）+百时奉献活动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36 “103个锦州”为“学习强国”注入特色元素 渤海大学

37 确立“三书一平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党组织 辽宁工业大学

38 “先锋V讲谈”特色微党课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39 传承雷锋精神 创新党建品牌 辽宁警察学院

40 构建基层党建新模式，助力乡村振兴促发展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41 党建立根思政课信仰铸魂思政人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2 以大型剧目为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 大连艺术学院

43 传承红色基因守初心、坚持筑梦育人担使命 沈阳工学院

44 追寻英雄足迹传承红色基因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45 聚焦立德树人 ，构建“大思政”格局 朝阳师专

46
志愿服务在基层 打造服务型党支部

大连民族大学

47 “观、学、践、诵、传”打造立体式“学雷锋”新热潮 辽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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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三等奖

https://baike.so.com/doc/3501431-3683395.html


48 重温入党誓词，歌颂我的祖国 中国医科大学

49 师生支部联建，党建引领思政，构建新型研究生“三全育人”体系 中国医科大学

50 以“四心”教育，铸牢红色基因 沈阳农业大学

51 我是党员，向我看齐，做新时代校园先锋 沈阳农业大学

52 学习全覆盖、党课周周讲、人人上讲台 沈阳工业大学

53 发挥头雁效应，整体提升基层院系党建质量 沈阳工业大学

54 服务地方基础建设，支持辽宁乡村振兴 沈阳建筑大学

55 引入“情景教学”，让理论学习活起来 辽宁中医药大学

56 让“水墨丹青”走出校园，用专业优势服务社会主题党日活动 鲁迅美术学院

57 铸魂育人守初心 平凡岗位新作为 鲁迅美术学院

58 践行雷锋精神，立德树人总支引领；爱心传递温暖，服务奉献党员担当 沈阳工程学院

59 创建“明道立德”读书分享会，引领理论学习宣讲 东北财经大学

60 “品质-学习-实践”三维一体党员发展对象遴选机制 东北财经大学

61 建立支部工作考核评价新体系 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 大连医科大学

62 在“实践思政”中凸显医德元素——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实践案例 大连医科大学

63 课前5分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师生共享学习体会 大连交通大学

64 筑牢基层堡垒 强化使命担当 大连交通大学

65 跨支部拓广度发挥联动效应 大连工业大学

66 打造党建资源智库，服务学校党建工作 大连工业大学

67 凝聚党员向心力，架起党群连心桥——筑建党员流动驿站 大连外国语大学

68 党心传递爱，助跑新时代—学生党员“先锋公益跑团”领航开跑 大连海洋大学

69 依托“先锋寝室工程”推动主题教育落实落地 辽宁科技大学

70 党建引领守初心，社团育人担使命 辽宁科技学院

71 思政“党建+”创新模式 辽宁科技学院

72 办好食堂保课堂 服务先行在路上 辽东学院

73 党员发展“3322”全要素量化考核创新工作模式 辽东学院

三等奖

三等奖



74 “我和辅导员老师一起唱”——渤海大学歌声飘过70年音乐讲述会 渤海大学

75 “三走进”党建模式，助推基层组织建设 辽宁工业大学

76 校企合作育优秀人才，党建引领助科技创新 辽宁工业大学

77 党员领航 对标争先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78 “学生党员工作坊”激发党支部战斗力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79 “政治领航 铸魂育人”打造党建桥头堡 辽宁金融职业学院

80 打造“党建联盟360”创新基层党建新模式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81 信仰的力量－英雄模范人员事迹分享会 辽宁职业学院

82 以“学习强国”构建学生党员教育新高地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

83 我们与劳模面对面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84 一宣二传三养成，党建创新传人心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85 探索“党建+”模式，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86 “三全育人”助力多彩青春 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87 思想引领凝心聚力  强基固本建好样板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88 创新“三会一课”模式  搭建“翻转党课”平台 大连艺术学院

89 基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红色印象”新生入党启蒙教育演讲比赛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90 实施“四位一体”先锋引领工程，构建“三全育人”新格局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91 艺心向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系列活动典型案例 辽宁何氏医学院

92 党员先锋树模范，服务地方显风采 沈阳城市学院

93 “三联动”“五打卡”让主题教育“形神兼备” 大连财经学院

94 创新“一揽子”工程 提升党建工作成效 辽宁理工职业学院

95 发挥体育专业特长，构建自闭症儿童运动康复训练营。 沈阳大学

96 以课程思政课堂竞赛为抓手提升党日活动质量 大连大学

97
坚守初心 暖心助学 为学生成长成才筑梦——鞍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党

总支开展“暖心助学工程”典型案例
鞍山师范学院

98 “莘莘学子，心系成长摇篮”主题示范党日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99 创建“党建+文化”实践平台 推动校园“扶志”制度创新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三等奖



100
“党团结合、支部共建”在少数民族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工作中的探

索与实践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