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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以下简称“研究院”）积极响应中央要求，落实学校部署，

在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宣传研究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阐

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力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等各项

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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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成果

（一）理论文章

2020 年，研究院组织研究人员在《人民日报》、《求是》、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以下简称“四报

一刊”）累计发表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文章 54 篇，较 2019 年增长 3 倍，居教育系统专门研究

机构首位。

此外，在《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报》

《北京日报》《前线》等重要报纸期刊发表理论文章 20 余篇；

在《教学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等核心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60 余篇。

（二）学术著作

第一，及时组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与研究。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研究院第一时间组织编写了

《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民族复兴的制度蓝图》两本著作，

并已于 2020 年 6 月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

划项目，正式出版发行。2020 年 7 月，两书被长安街读书会

列入干部学习新书书单。2020 年 12 月，《中国之治的制度密

码》一书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2021 年 1 月，《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一书入围第五届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目前，两本书的英

文外译出版顺利进行。

第二，继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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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积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丛书》（30 卷）的出版、外译工作。2020 年，《新时代党

的建设思想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两本的英文

版已出版，《新时代的旗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两本书的罗马尼亚语版已出版，其余丛书的外文翻译

工作陆续推进。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研究院第一时间组织法

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撰写出版了一套七本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治理丛

书”。

第四，王利明、陈先达、秦宣、邱海平、杨伟国、王义

桅 6 名研究员于 2019 年底至 2020 年，分别以研究院名义公

开出版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研究》《一位“85 后”的马克

思主义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研究》《<资本论>与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 》《风云七十载：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发展研究》《国之交如何民相亲》《民心相通的中国实践》

7 本著作。其中，秦宣教授所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

问题研究》一书获得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

（三）撰写报送内参

第一，2020 年，研究院积极搭建畅通的内参报送渠道，

筹划创建符合研究院定位和特色的内参《学习专报》，组织

研究员撰写了 10 余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决策咨询报告，



3

提交中央部门，供决策参考，其中有多篇报告得到了中央领

导的批示。冯玉军、董佳、杨子强等研究员加强推进思政课

建设的若干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认可。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研究院联合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高端智库单位，共同

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向中办、国办、教育部和北京市委

市政府报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研判》等多篇内参，为疫情

防控提供决策支持，多篇内参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

研究院联合学校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推出疫情期间师

生动态专题报告 123 期，10 万余字，得到多个上级部门的重

点关注。

第三，研究院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校团

委负责人杨子强正组织力量就青年学生关注的意识形态问

题等开展研究，先后撰写 10 余期“青年动态专报”和 50 余

期“学生思想动态”。其中多期内容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用并

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有关简报每日报送团中央、教育部思

政司和学校有关工作领导小组，受到高度肯定，已成为有关

方便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的有力抓手。

第四，王义桅教授以研究院名义发表在《新疆师范大学

学报》上的文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以及撰写的内部咨询报告《如何赢得疫情下一带一路的叙事

之争》获上级部门领导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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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研究

第一，2020 年，研究院承接上级部门委托课题 4 项。分

别为：由靳诺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央马工程特别委托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研究”（已结项）和“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由臧峰宇教授负责

的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课程开发”；由郑新业教

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央马工程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特别委托项目“创新驱动发展研究”。

第二，2020 年，研究院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作的重要论述”“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意识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九个坚持’重要论述”、“新时代协商

民主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大学生思想动态调查”等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问题分别设立了研

究课题，总投入 180 万元。

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课题，

研究院牵头组织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发起的

“2020 年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征文工作。郑新业教授撰写的《中国反贫困的世界意义研究》，

以及孙咏梅副教授等撰写的《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及共同发展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脱贫攻坚与合作共赢的“中国智

慧”》两篇文章成功入围。

第三，2020 年 4 月，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与研究院签



5

署了课题合作协议，为研究院提供 151万元的课题经费资助。

目前，研究院已利用这笔经费启动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共设立了 10 项子课题，并已在研究

员内部完成招标。

三、学术活动

2020 年，研究院共筹建 3 家研究中心，组织举办 5 场专

题研讨会。具体情况如下：

2020 年 1 月 11 日，研究院成立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

研究中心，并联合校团委举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

的重要思想研讨会暨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

式。

2020 年 3 月 23 日，为积极组织参与国务院扶贫办发起

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征文活动，研

究院联合校科研处召开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研讨会。

2020 年 10 月 28 日，研究院成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教育研究中心，并联合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举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研究中心成立暨习近平总书记教育

“九个坚持”重要论述学术研讨会。

2020 年 11 月 13 日，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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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精神，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

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联合举办第三届 21 世纪马克思主

义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开启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本

次会议由研究院具体承办。

2020 年 11 月 29 日，研究院成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中心，并联合法学院举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

式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中国法治发展评估学术研讨会。

此外，研究院还多次接受了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教育部

社科司司长刘贵芹等上级领导视察，以及外交部团委、习近

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长治学院等多家单位调研来访。

四、“三进”工作

（一）组织编写教材读物

第一，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工作计划，靳诺教授正牵头

组织编写《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教材》，王易教授、陶文

昭教授等参与编写；秦宣教授正牵头组织编写《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大学生版、高中版），

陈家刚教授、宋友文教授、张智副教授、马慎萧副教授等参

与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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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研究院接受中宣部任务，多位成员先后参与编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等理论读

物。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秦宣教授起草了《疫情

防控进“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的教学建议》；陶文昭教授、刘建军教授参与中宣部关于疫

情防控经验和抗“疫”精神的总结工作。

第四，秦宣教授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的编写工作，

并为教育部教材局主办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培

训班授课。

第五，研究院积极发挥多学科研究优势，联合马克思主

义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等单位，组

织编写了教育部社科司《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和教案（2020

年），供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备课参考。

（二）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

2020 年，研究院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面向全校本硕博

学生开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必

修课、选修课。本学期，秦宣、王易、陶文昭等研究员承担

了本科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必修

课，以及硕士生、博士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选修课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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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教育工委要求，研究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联合制作了《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课》示范视频课程。秦宣、

王易、冯玉军、陶文昭等 14 名校内外研究员参与课程录制。

目前，北京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课纳入北京高校 2020 级全体本科新生培养方案，定为必修

课，该课程本学年实现全市 57 所高校全覆盖。

在 12 月 15 日召开的 2020 年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

革创新现场推进会上，教育部宣布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指导委员会。研究院院长秦宣教授担任专家指导组组

长。

（三）庆祝建党百年相关工作

第一，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进一步提高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研究院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

党建研究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围

绕建党 100 年以来的党史重要任务、重要事件和重要文献启

动了《党史百年：人物·事件·文献》网络教学系列微视频

的录制工作。

第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四史”

的指示精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中共北京市

委教育工委的指导下，研究院联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9

高精尖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开

展了“名师大家讲党史”系列活动。

五、社会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研究院积极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

的政策，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以云课堂、云讲座等形势提供

丰富多样的优质网上学习资源。（1）研究院与北京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协作，策划推出“在经历中学习

——疫情防控公开课”作为新学期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内容，

秦宣、金灿荣、王文等研究员从不同学科视角指导广大青年

学生如何科学认识疫情防控。（2）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司、人

民网联合举办的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秦

宣教授作为主讲嘉宾之一，为全国大学生讲授思政课《疫情

大考告诉我们什么》。（3）王向明教授应共青团河南省委邀

请，为广大团员带来以《全民战疫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为主题的网络示范团课。（4）王向明教授做客由人民

网公开课、人民数字马院联合推出的“课研会”特别节目，

为思政课教师带来“疫情之下思政课教师如何备课及概论课

备课重难点”精彩分享。分布全国 74 个城市的两千多名思

政教师在线收看了直播并参与实时互动；（5）王义桅教授做

客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云课堂，为全校师生带来以“新冠肺炎

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影响”为主题的精彩讲座。这些精彩的

线上讲座依托学习强国、人民网、光明网等平台广泛传播，

引导全国青年大学生充分认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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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此外，王向明教授还受邀录制安徽卫视《理响新时代》、

山东卫视《我们的新时代》等电视理论节目，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重要精神给予专业解

读，传达社会正能量。

总结

2020 年，在中宣部、教育部的领导和指导下，依托中国

人民大学强大后盾和优势平台，经过全体研究人员的共同努

力，研究院积累了丰硕的成果。

总体看来，研究院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之中。同时，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未来需逐步弥补和完善。面向未来，

研究院将坚持高站位、高起点，深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科建设、咨询

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力争把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一流、

世界知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思想

库。

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送：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科研处、国际交流处

编辑：石玥 核发：秦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