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共 青团 广 东省 委 员会

2020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
拟结项名单公示

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团委，省直有关单位团委，各

高等学校团委、省属中学团委：

根据《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的要

求，我委对 2020 年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的课题开展结项

评审工作。2020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确定立项课题共

40 项，其中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30 项，收回课题结项

材料 40 项。经评审决定，同意对其中 34项课题准予结项（见

附件），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方式向我办反映，并提

供必要的证据材料，以便核实查证。提出异议者请提供本人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有效联系方式（我办将予

以严格保密），凡匿名、冒名或超出期限的异议不予受理。

公示时间：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7 日

受理单位：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评审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32782874
电子邮箱：stx_yanjiuketi@gd.gov.cn

附件：1.2020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重点课题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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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共 9 项）

2.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一般课题结项

名单（共 25 项）

3.2020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不予以结项

名单（共 6 项）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评审办公室

（广东省团校代章）

2022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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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

重点课题结项名单
（共 9 项）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

主持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评审结果

1 2020WT001
青年网络主播工作模式和平台治理模

式提升研究
刘亭亭 暨南大学 优秀

2 2020WT002
原生与“再生”：乡村和城市双重社会

网络嵌入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成

功的影响研究

詹小慧 暨南大学 合格

3 2020WT003
广东高校劳动教育实施现状及深化路

径研究
陈建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4 2020WT004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医疗志

愿者队伍建设和管理研究
张小燕

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
合格

5 2020WT006
高校学生会组织结构深化改革路径研

究
苏贵 岭南师范学院 优秀

6 2020WT007
青年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协同共治模式

研究
谢碧霞

广州市穗港澳青

少年研究所
优秀

7 2020WT008
1949—1953 年广州青年团组织建设经

验与启示研究
陈鸿佳

中共深圳市罗湖

区委党校
优秀

8 2020WT009 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路径研究 肖小平

广东省团校（广

东青年政治学

院）

优秀

9 2020WT010
基于大众类政治图书的青少年政治素

养提升研究
肖风华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有限公司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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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

一般课题结项名单
（共 25 项）

序号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主持

人
主持人所在单位

评审结

果

1 2020WT012
以学校心理归属感为中介、基于团体

干预模式的港澳台侨大学生心理健康

提升路径研究

孙彧 暨南大学 优秀

2 2020WT013
基于调节及中介效应模型的

COVID-19 疫情对大学生情绪和睡眠

影响的机制研究

黄俏庭 暨南大学 合格

3 2020WT014
新形势下我国大学生艾滋病预防机制

构建研究
陈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 合格

4 2020WT015
广东省高校学生参与社区居家养老志

愿服务意愿与持续性研究
王莉 南方医科大学 合格

5 2020WT016
广州市女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调查研

究及于预评价
宋亚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
合格

6 2020WT017
基于城市青年群体居住需求的小户型

住宅可持续设计研究
陈瀚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7 2020WT018
三会联席制视域下高校二级学院研究

生会功能型党支部建设路径研究
张俊杰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8 2020WT019
高校共青团组织助力乡村教育扶贫工

作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王莉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9 2020WT020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价值和实践

路径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和人的发展观视角

赵鹿 华南师范大学 合格

10 2020WT021
跨文化视域下来华留学青年中国文化

认同的实践探索
罗琼 广东工业大学 合格

11 2020WT022
共青团助力扶贫攻坚路径研究——构

建学生志愿服务体系实现精准育人
廖伟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合格

12 2020WT023
基于项目管理理论视角的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研究与实践
陈俊 广东药科大学 合格

13 2020WT025
基于 APIM 模型的大学生亲密关系暴

力研究
崔洪波 广州大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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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20WT026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少年儿童生命

教育研究——以佛科实小新冠疫情防

控教育为例

刘雄平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合格

15 2020WT027
基于短视频平台的大学生思想引领创

新研究——以广东共青团视频号为例
陆丹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分校
优秀

16 2020WT028
青年社会组织介入重点青少年群体服

务管理和预防犯罪研究
张夏妮

广东省团校（广东

青年政治学院）
优秀

17 2020WT029 高职院校学生会深化改革路径研究 廖金宝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合格

18 2020WT030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基层

就业的影响因素及引导策略研究
吴泳成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

学院
合格

19 2020WT031
经济压力与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关系:
父母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杨颖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合格

20 2020WT033
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青少年价值观的

影响研究
杜燕锋

广东开放大学（广

东理工职业学院）
合格

21 2020WT034
广东省高校青年教师政治理论素养的

提升路径研究
于战明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合格

22 2020WT035
校园欺凌的形成及治理实证研究一以

广东省为例
黄杰敏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合格

23 2020WT036
全球民粹主义兴起背景下青年的理性

培育研究
凌石德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

学院
合格

24 2020WT038
工读学校治理模式下的教师主体身份

建构
石军 广州市新穗学校 合格

25 2020WT039
青少年校园欺凌话语的识别与教育治

理研究
崔少娟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

专科学校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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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

不予以结项名单
（共 6 项）

序号 课题类型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课题

主持人

主持人

所在单位

1 重点课题 2020WT005
新媒体时代青少年科学传播的

方式及特征
汪小虎 华南师范大学

2 一般课题 2020WT011
“虚拟自习室”式直播间对青

少年群体自主学习效果影响研

究

李锦辉 暨南大学

3 一般课题 2020WT024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的广东

高校团干职业发展实证研究
吴彦潮

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

4 一般课题 2020WT032
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家国情怀

培育的对策研究
陈东英

广东开放大学

（广东理工职业

学院）

5 一般课题 2020WT037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价值观教育

内容研究
郑丽丽

阳江职业技术学

院

6 一般课题 2020WT040
少年儿童组织思想意识教育贯

穿团队衔接的路径研究
巢欣欣 江门市青少年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