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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加强能力作风建设”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党群单位中层干部学习课程）

第一单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
时长/

分钟
备注

怎样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

39 必修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总体解读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24 必修课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伟大精神的重要论述
李俭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

研究员
80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经验看人民教育千秋基业
张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83 选修课

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9 选修课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王刚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93 选修课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110 选修课

关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性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刘树宏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4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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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历程、发展脉络、

历史经验、未来走向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100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学习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精神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2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92 选修课

第二单元 学习十大战略，启航奋进征程（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58 必修课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

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实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97 必修课

育人为本 引领教育 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马德富 北京新产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52 选修课

为经济发展插上“数字翅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前

景
刘国艳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企业与创业室主任/

研究员
96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96 选修课

新基建安全挑战与机遇：大数据、大融合与大安全 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90 选修课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原司长
115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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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拓合

作共赢新局面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主任
100 选修课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竞争与人才培养 袁卫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主任 78 选修课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形态变革 毛军发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8 选修课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高新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84 选修课

后疫情背景下教育信息化赋能创新人才培养——华中师范大学

的探索与实践
夏立新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88 选修课

走向智慧教育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95 选修课

第三单元 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修课 5学时，选修课 2学时）

红色基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陈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63 必修课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祝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

教授
74 必修课

党员干部如何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李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78 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83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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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 吴文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102 选修课

牢记“两个务必”，弘扬优良传统 李松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院长、教授
93 选修课

第四单元 强化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效能（必修课 6学时，选修课 2学时）

深入推进党建与业务的双融合双促进 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孙乐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 52 必修课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辅导报告
魏士强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89 必修课

未雨绸缪 精准拆弹，提高干部应急处突能力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82 必修课

坚定信念把准方向，提升干部政治能力 胡月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0 必修课

客观分析综合研判，提高干部科学决策能力 路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94 必修课

心怀“国之大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89 选修课

领导干部如何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曹鹏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87 选修课

新时代高校舆情管理与危机应对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75 选修课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寇清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04 选修课

https://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9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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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勇挑重担，提高干部抓落实能力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原副院长、教授
109 选修课

深入群众躬身实践，提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 丁文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信息技术部主任、教授
89 选修课

学校中层干部的沟通与领导力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 153 选修课

领导者统筹力缺失及破解之道 李克实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69 选修课

如何做好中层管理者 苏锋利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才战略委员会

专家委员
164 选修课

高校如何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巫志刚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综合研究处处长 111 选修课

第五单元 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推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85 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学校的政治原则、治理体制和发展战略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国家督学 188 必修课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邓传准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62 选修课

一流党建一流学科建设双促双进 赵放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
30 选修课

坚持把防范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提高风险预见、

预判能力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78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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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思维推进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 王敬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73 选修课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 赵斌 河北工业大学组织部部长 62 选修课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重大疫情防控 董泽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

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副教授
94 选修课

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刘自成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 55 选修课

新时代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上） 林梦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原副主任
81 选修课

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为例 沈炜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14 选修课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

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94 选修课

高校依法治校的若干基本问题 湛中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45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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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加强能力作风建设”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行政管理部门中层干部学习课程）

第一单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
时长/

分钟
备注

怎样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

39 必修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总体解读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24 必修课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伟大精神的重要论述
李俭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

研究员
80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经验看人民教育千秋基业
张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83 选修课

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9 选修课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王刚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教授
93 选修课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10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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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性思考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刘树宏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4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历程、发展脉络、

历史经验、未来走向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100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

——学习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精神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2 选修课

第二单元 学习十大战略，启航奋进征程（必修课 5学时，选修课 2学时）

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58 必修课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

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实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97 必修课

育人为本 引领教育 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马德富 北京新产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52 必修课

为经济发展插上“数字翅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前

景
刘国艳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企业与创业室主任/

研究员
96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96 选修课

新基建安全挑战与机遇：大数据、大融合与大安全 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90 选修课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原司长
115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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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拓合

作共赢新局面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主任
100 选修课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竞争与人才培养 袁卫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主任 78 选修课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形态变革 毛军发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8 选修课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高新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84 选修课

后疫情背景下教育信息化赋能创新人才培养——华中师范大学

的探索与实践
夏立新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88 选修课

走向智慧教育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95 选修课

第三单元 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红色基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陈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63 必修课

党员干部如何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李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78 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83 选修课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祝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史教研部教授
74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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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 吴文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102 选修课

牢记“两个务必”，弘扬优良传统 李松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院长、教授
93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92 选修课

第四单元 强化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效能（必修课 6学时，选修课 2学时）

心怀“国之大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89 必修课

领导干部如何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曹鹏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87 必修课

客观分析综合研判，提高干部科学决策能力 路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94 必修课

坚定信念把准方向，提升干部政治能力 胡月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0 选修课

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 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政治能力 张维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 98 选修课

未雨绸缪 精准拆弹，提高干部应急处突能力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82 选修课

新时代高校舆情管理与危机应对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74 选修课

https://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9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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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勇挑重担，提高干部抓落实能力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研究生院原副院长、教授
109 选修课

深入群众躬身实践，提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 丁文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信息技术部主任、教授
89 选修课

学校中层干部的沟通与领导力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 153 选修课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高校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王立英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长、党组成员 97 选修课

“双一流”背景下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策略分析

——以西北大学地质学科为例
赖绍聪 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20 选修课

领导者统筹力缺失及破解之道 李克实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69 选修课

如何做好中层管理者 苏锋利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才战略委员会

专家委员
164 选修课

高校如何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巫志刚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综合研究处处长 111 选修课

一流党建一流学科建设双促双进 赵放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工程学院

党委书记
30 选修课

第五单元 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以法治思维推进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 王敬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73 必修课

推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85 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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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邓传准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62 选修课

强化应急准备应对重大危机风险能力 曹海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95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学校的政治原则、治理体制和发展战略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国家督学 188 选修课

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科学化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73 选修课

校园安全法律风险防范与突发事件处理 吴寿东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183 选修课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重大疫情防控 董泽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

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副教授

94 选修课

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刘自成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 55 选修课

新时代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上） 林梦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原副主任
81 选修课

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为例 沈炜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14 选修课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

等教育体系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94 选修课

高校依法治校的若干基本问题 湛中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45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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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加强能力作风建设”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教学科研单位中层干部学习课程）

第一单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
时长/

分钟
备注

怎样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

39 必修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总体解读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24 必修课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伟大精神的重要论述
李俭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

研究员
80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历

史经验看人民教育千秋基业
张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83 选修课

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9 选修课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王刚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93 选修课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110 选修课

关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性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
刘树宏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4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历程、发展脉络、历史经验

、未来走向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100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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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学习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

精神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2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92 选修课

第二单元 学习十大战略，启航奋进征程（必修课 5学时，选修课 2学时）

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58 必修课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的

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实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97 必修课

育人为本 引领教育 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马德富 北京新产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52 必修课

为经济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前景
刘国艳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企业与创业室主任/

研究员
96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96 选修课

新基建安全挑战与机遇：大数据、大融合与大安全 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90 选修课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原司长
115 选修课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拓合

作共赢新局面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主任
100 选修课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竞争与人才培养 袁卫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主任 78 选修课



- 15 -

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形态变革 毛军发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8 选修课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高新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84 选修课

后疫情背景下教育信息化赋能创新人才培养——华中师范大学

的探索与实践
夏立新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88 选修课

走向智慧教育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95 选修课

第三单元 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红色基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陈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63 必修课

党员干部如何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李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78 必修课

坚定信念把准方向，提升干部政治能力 胡月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0 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

精神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83 选修课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祝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史教研部教授
74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 吴文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102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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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两个务必”，弘扬优良传统 李松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院长、教授
93 选修课

第四单元 强化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效能（必修课 6学时，选修课 2学时）

心怀“国之大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89 必修课

脚踏实地勇挑重担，提高干部抓落实能力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原副院长、教授
109 必修课

高校如何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巫志刚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综合研究处处长 111 必修课

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刘自成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 53 选修课

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工作的教学设计理念与方法 张黎声 上海中医药大学 91 选修课

破五唯立四新，建设现代高等教育评价体系 刘振天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党委书记 94 选修课

“双一流”背景下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策略分析——以西北大学地

质学科为例
赖绍聪 西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20 选修课

高校人才战略与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王晓阳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教研究所所长 70 选修课

抓重点破难点，打造“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特色 闫东利
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

研究生院书记，研究员
57 选修课

教学研究论文选题凝练的主要策略与案例分析 熊庆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 66 选修课

混合式教学的实施难点与问题破解 马昱春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51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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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如何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王占仁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74 选修课

领导干部如何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曹鹏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87 选修课

未雨绸缪 精准拆弹，提高干部应急处突能力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82 选修课

地方行业特色型院校“双一流”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陈岩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108 选修课

一流学科引领高水平大学建设 李北群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90 选修课

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 屈凌波 郑州大学副校长 84 选修课

一流党建一流学科建设双促双进 赵放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石油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30 选修课

一流专业主要标准与建设策略 刘振天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特聘教授 32 选修课

第五单元 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以法治思维推进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 王敬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73 必修课

推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85 必修课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邓传准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62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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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应急准备应对重大危机风险能力 曹海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95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学校的政治原则、治理体制和发展战略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国家督学 188 选修课

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科学化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73 选修课

校园安全法律风险防范与突发事件处理 吴寿东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183 选修课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重大疫情防控 董泽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

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副教授

94 选修课

新时代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上） 林梦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原副主任
81 选修课

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为例 沈炜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14 选修课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

等教育体系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94 选修课

高校依法治校的若干基本问题 湛中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45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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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暨加强能力作风建设”专题网络培训课程列表

（教辅单位中层干部学习课程）

第一单元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课程名称 主讲人 单位职务
时长/

分钟
备注

怎样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

39 必修课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体解读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23 必修课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伟大精神的重要论述
李俭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

研究员
80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从党的百年奋斗

历史经验看人民教育千秋基业
张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83 选修课

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陈冬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9 选修课

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

王刚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教授
93 选修课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 王炳林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110 选修课

关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性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刘树宏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4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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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历程、发展脉络、历史经验、未

来走向
王定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100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学习六中全会和历史决

议精神
秦宣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82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颜晓峰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92 选修课

第二单元 学习十大战略，启航奋进征程（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新时代高校科技创新工作 雷朝滋 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58 必修课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的重要讲话精神

李克实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 97 必修课

育人为本 引领教育 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马德富 北京新产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52 选修课

为经济发展插上“数字翅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与

前景
刘国艳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企业与创业室主任/

研究员
96 选修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单志广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96 选修课

新基建安全挑战与机遇：大数据、大融合与大安全 崔宝江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 90 选修课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

原司长
115 选修课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开拓

合作共赢新局面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

主任
100 选修课

大数据时代的全球竞争与人才培养 袁卫 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主任 78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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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促进教育形态变革 毛军发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8 选修课

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高新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84 选修课

后疫情背景下教育信息化赋能创新人才培养——华中师范大

学的探索与实践
夏立新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88 选修课

走向智慧教育时代的教育变革与创新 李志民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 95 选修课

第三单元 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红色基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陈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63 必修课

党员干部如何自觉践行“两个维护” 李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78 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

建党精神

胡敏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83 选修课

党员干部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祝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史教研部教授
74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 吴文珑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102 选修课

牢记“两个务必”，弘扬优良传统 李松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

教授
93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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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 强化业务能力，提升工作效能（必修课 8学时，选修课 2学时）

心怀“国之大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马陆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89 必修课

坚定信念把准方向，提升干部政治能力 胡月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100 必修课

脚踏实地勇挑重担，提高干部抓落实能力 刘春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

原副院长、教授
109 必修课

高校如何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巫志刚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综合研究处处长 111 必修课

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 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政治能力 张维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 98 选修课

未雨绸缪 精准拆弹，提高干部应急处突能力 马宝成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82 选修课

新时代高校舆情管理与危机应对 李铁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74 选修课

深入群众躬身实践，提高干部调查研究能力 丁文锋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信息技术部主任、教授
89 选修课

客观分析综合研判，提高干部科学决策能力 路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94 选修课

学校中层干部的沟通与领导力 刘平青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 153 选修课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高校领导干部队伍建设 王立英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长、党组成员 97 选修课

https://study.enaea.edu.cn/kecheng/detail_29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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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中层管理者 苏锋利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人才战略委员会

专家委员
164 选修课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辅导报告
魏士强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 89 必修课

第五单元 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修课 3学时，选修课 2学时）

以法治思维推进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 王敬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73 必修课

推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树国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85 必修课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邓传准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62 选修课

强化应急准备应对重大危机风险能力 曹海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应急管理培训中心教授
95 选修课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学校的政治原则、治理体制和发展战略 孙霄兵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国家督学 188 选修课

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科学化 刘献君 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73 选修课

校园安全法律风险防范与突发事件处理 吴寿东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183 选修课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与重大疫情防控 董泽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

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

副教授

94 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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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开启中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 刘自成 教育部综合改革司司长 55 选修课

新时代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上） 林梦泉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

原副主任
81 选修课

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探索与思考——以上海为例 沈炜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书记 114 选修课

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

高等教育体系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 94 选修课

高校依法治校的若干基本问题 湛中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45 选修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