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附件： 

教育后勤疫情防控专项课题立项名单 

类型 课题编号 申报人 课题名称 单位 

重点 

ZXZDKT202001 李芳 在非独立卫浴宿舍楼设置集中住宿健康观察点实施办法 清华大学 

ZXZDKT202002 杨海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高校后勤保障的预防与应对处置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ZXZDKT202003 李国强 协同推进高校食堂疫情防控与日常监管工作的有机融合 安徽中医药大学 

ZXZDKT202004 顾韬 高校食堂应对疫情防控若干难点的科学化策略探索与实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ZXZDKT202005 李熠 高校后勤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构建研究 武汉大学 

ZXZDKT202006 石磊 信息化助力高校后勤疫情防控应用研究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信息化建设
专业委员会 

ZXZDKT202007 乐文欣 
集约化高校后勤企业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保障体系建设
研究 

上海高校后勤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ZXZDKT202008 胡光娇 高校学生公寓疫情防控操作流程标准研究 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ZXZDKT202009 张国安 关于学校疫情防控中的运行机制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ZXZDKT202010 高志东 “智能+”助力教育后勤系统公共防疫抗疫应急管理研究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新业态及快
递工作委员会 

一般 

ZXYBKT202001 顾中忙 高校后勤在学校疫情防控中的角色定位及能力建设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ZXYBKT202002 赵国亮 
基于风险防控模式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后勤疫情防控工作研
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ZXYBKT202003 孙志人 南京师范大学后勤疫情防控工作案例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 

ZXYBKT202004 叶军 基于“大健康”理念下高校校医院应对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对策研究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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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ZXYBKT202005 陈爱萍 “党建+”视野下的高校后勤疫情防控研究 苏大教服务集团 

ZXYBKT202006 周晓炜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研究 沙洲职业工学院 

ZXYBKT202007 梅亚萍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背景下党建引领打造高校后勤文化凝聚力的改革与
创新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ZXYBKT202008 周祥东 重大疫情中校园媒体发挥思想引领作用路径研究 河北地质大学影视艺术学院  

ZXYBKT202009 陈永浩 医学院校疫情防控后勤保障联动机制的研究——以西安医学院为例 西安医学院  

ZXYBKT202010 钱程 自媒体时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应对的困境与策略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 

ZXYBKT202011 吴丽 
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探索及思考——基于中国海洋大学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国海洋大学            

ZXYBKT202012 沈建平 高校后勤餐饮部门疫情防控工作专项研究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餐饮管理
专业委员会 

ZXYBKT202013 王术海 
高校后勤党员在战“疫”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为
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ZXYBKT202014 程炜 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凝聚后勤疫情风险防控合力 新疆医科大学  

ZXYBKT202015 宋俊宾 大数据在学生公寓疫情防控及日常管理中的实践应用 东营职业学院 

ZXYBKT202016 翟国振 社会企业在高校后勤疫情防控中的定位研究与思考 辽宁龙源高校后勤管理有限公司 

ZXYBKT202017 丁楠楠 新冠肺炎疫情下高校食堂从业人员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调查研究 蚌埠医学院 

ZXYBKT202018 杜思晓 后勤物业与公共卫生管理疫情防控融合研究 郑州大学 

ZXYBKT202019 栾蔓 高校宾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的经营策略及实施 天津大学 

ZXYBKT202020 乔硕功 构建党建+“三三三”机制  筑牢高校后勤疫情防控战斗堡垒 中南大学 

ZXYBKT202021 祁世友 开学返校后学校后勤疫情防控的对策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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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ZXYBKT202022 俞联梦 高校后勤疫情防控策略(案例)研究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ZXYBKT202023 马新厂 当代高校学生公寓卫生防疫工作的综合策略研究 西安工业大学 

ZXYBKT202024 孙鸿 提升高校后勤部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保障能力的研究 东北石油大学 

ZXYBKT202025 陈晶晶 新形势下中医对高校传染病疫情防控的有效性研究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ZXYBKT202026 徐正东 高职图书馆疫情防控治理内容和标准研究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ZXYBKT202027 熊新忠 
高校后勤党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以南阳理
工学院为例 

南阳理工学院   

ZXYBKT202028 王如全 
高校学生公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

例 
徐州工程学院 

ZXYBKT202029 陈芳芳 高校后勤餐饮新冠肺炎防控问题及对策 南京农业大学 

ZXYBKT202030 李美玲 针对疫情防控的校园供排污一体化管理标准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
公司 

ZXYBKT202031 冯方盛 
突发疫情视域下地方高校后勤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研究——以温州大学
后勤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温州大学 

ZXYBKT202032 王雪松 疫情防控新形势下高校后勤应急能力提升研究 河南工程学院  

ZXYBKT202033 成守斌 高校校园家属区疫情防控的难点与解决方案 重庆医科大学 

ZXYBKT202034 单川 医学类高校后勤党员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组织模式 南京医科大学  

ZXYBKT202035 陈财柳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医学类院校社会捐赠资产管理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ZXYBKT202036 刘伟 疫情防控期校园餐饮服务启示——高校智慧食堂建设方案设计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ZXYBKT202037 徐继安 新冠肺炎疫情下武汉民办高校后勤保障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武汉工商学院  

ZXYBKT202038 张白瑜 中医视角下高校疫情防控形势及对策研究 私立华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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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ZXYBKT202039 赵彦钢 小学生在校防疫实施的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子弟小学 

ZXYBKT202040 范旭东 “互联网+”视角下高校多校区新冠肺炎精准防疫工作的后勤策略研究 南京大学 

ZXYBKT202041 汪良平 重大疫情期间高校学生心理管控模式研究 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ZXYBKT202042 孔剑平 高校食堂强化疫情防控机制的研究 山西大学 

ZXYBKT202043 范亚敏 高校学生公寓疫情防控“发力”早发现 青岛滨海学院  

ZXYBKT202044 林岚 疫情之下小学生公共安全教育共同体构建的实践研究 贵阳市世纪园小学 

ZXYBKT202045 崔忠太 高校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东北石油大学 

ZXYBKT202046 李宇海 危机管理五力模型在高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ZXYBKT202047 厉 飒 疫情之下学校主导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构建的实践研究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ZXYBKT202048 邢拴牢 郑州大学学生食堂疫情防控工作措施与经验总结 郑州大学 

ZXYBKT202049 张海东 
高校医院在学校公共卫生应急体制中的功能定位与发展——以四川省
属院校为例 

四川师范大学 

ZXYBKT202050 夏天添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高校后勤疫情防控管理体系与实施方案研究 江西科技学院 

ZXYBKT202051 曹亚群 
高校食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饮食保障工
作为例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ZXYBKT202052 鲍娜 高校后勤人员健康素养现状及提升研究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ZXYBKT202053 张为 疫情影响下高校房产管理部门应对措施研究 天津大学 

ZXYBKT202054 田冲 高校物业防疫操作规范及实践研究 南开大学  

ZXYBKT202055 刘耀辉 高校后勤疫情防控的挑战与对策 中国政法大学 

ZXYBKT202056 蒋兰芬 基于疫情防控的高职院校学生宿舍管理规范与数字化实施研究 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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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ZXYBKT202057 柳 萍 跨文化视阈下的留学生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三峡大学 

ZXYBKT202058 聂莉 高校食堂疫情期间工作规则 南京医科大学 

ZXYBKT202059 丁素军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后勤保障联动机制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ZXYBKT202060 孙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视阈下高校餐饮管理 HACCP体系运用研究 常州大学 

ZXYBKT202061 任祖平 
在紧急状态下高校饮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探究——以东南大学饮食
防控为例 

东南大学 

ZXYBKT202062 唐建旺 高校后勤在疫情防控中对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培育的路径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ZXYBKT202063 周宇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高校垃圾分类管理探析 上海建桥学院 

ZXYBKT202064 毛波杰 高校后勤防疫共同体建设研究 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ZXYBKT202065 张波 中小学疫情防控与科学管理研究 苏州市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 

ZXYBKT202066 陈杰 高校餐饮疫情防控体系构建实践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ZXYBKT202067 魏新兴 创新党建形式，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施 郑州大学 

ZXYBKT202068 杨亚栩 高校物业管理区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操作指南 北京化工大学 

ZXYBKT202069 肇启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校后勤应急与防控机制研究——以四川大学为例 四川大学 

ZXYBKT202070 冷军 
统筹视角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在高校后勤疫情防控中作用发挥的思

考 
四川农业大学 

ZXYBKT202071 卢文 应对校园快递疫情防控难题——高校校园快递管理链设计与规范制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ZXYBKT202072 胡建平 高校基建维修工作疫情防控应对策略 中南大学 

ZXYBKT202073 韩鸿鹏 “基层党建 -学科发展 -后勤管理”高校公共卫生防控新模式研究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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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ZXYBKT202074 耿荣 高校对传染病预防与控制的有效途径研究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ZXYBKT202075 赖文渊 
信息技术在学校疫情防控后勤管理工作的应用研究——以华南师范大
学附属花都学校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花都学校 

ZXYBKT202076 侯仕福 高校党建工作贯穿教育后勤疫情防控全过程研究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ZXYBKT202077 李冠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加快推进公共治理模式路径探究——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ZXYBKT202078 刘振杰 
疫情防控下学校后勤工作规范的研究——以衢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
践学校为例 

衢州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
校 

ZXYBKT202079 鄢旭 乡村中小学生防疫知识与技能提升策略研究 永吉县教育局 

ZXYBKT202080 王佳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高校后勤党组织主体责任工作体系与落实机制研
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研究对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ZXYBKT202081 陈仲元 
高校后勤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研究——以中国
矿业大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中国矿业大学 

ZXYBKT202082 屈家安 高校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问题与对策研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ZXYBKT202083 李世炎 三峡大学后勤集团后疫时期脱困研究 三峡大学 

ZXYBKT202084 赵焕东 河南中医药大学食堂疫情防控工作案例分析与经验总结 河南中医药大学 

ZXYBKT202085 孟海涛 生源地方化背景下的职业院校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对策研究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ZXYBKT202086 宋戈扬 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校园快递规范化管理研究——以四川大学为例 四川大学 

ZXYBKT202087 袁健 新媒体时代高校后勤党组织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作用发挥的创新探究 西南林业大学 

ZXYBKT202088 樊婧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中高校后勤住房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ZXYBKT202089 袁浩 基于大数据与云计算下的高校后勤安全防控体系的构建与研究 中国药科大学 

ZXYBKT202090 刘长青 疫情常态化下高校餐饮健康保健机制研究 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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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ZXYBKT202091 李寒 
高校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的重难点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华中
农业大学为例 

华中农业大学 

ZXYBKT202092 陈宁 疫情下高校大后勤支撑体系转型探索 西安工程大学 

ZXYBKT202093 刘绍峰 加强高校学生传染病的宣传教育研究 枣庄学院 

ZXYBKT202094 段丽英 
疫情之下普通高中后勤保障信息化建设的实践研究----以贵阳市第二
中学为例 

贵阳市第二中学 

ZXYBKT202095 丁遂奇 建立学生公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长效机制的思考 郑州大学 

ZXYBKT202096 陈宪 基于 DEA模型的高校后勤服务育人战“疫”路径的研究 中南大学 

ZXYBKT202097 鲍博 学生公寓党支部在后勤疫情防控中作用途径发挥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ZXYBKT202098 李永贵 特殊时期如何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中国海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