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拟申报 研究员 公示材料

姓 名 余敬斌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6

工作业绩

1、主管工作获奖：2018 年度湖南省“十大平安”系列平安学校创建示范单位（由省教育厅在全省大中小学中

遴选报送省委政法委评选）、湖南省“平安高校”第二轮立项建设单位（全省仅有四所高校立项，高职院校唯

一一所）、湖南省首批“平安高校”、湖南省 2017 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湖南省 2006 年度招生工作先进单位、

湖南省 2011 年度就业工作先进单位、2015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2017 年度全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工作优秀

单位、岳阳市 2017 年度反邪教工作先进单位、岳阳市 2017 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岳阳市 2018 年高校维稳

安保先进单位、在岳阳市反恐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作反恐工作典型发言等。主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获国家级 1

项、省级 4 项。

2、个人主要获奖:湖南省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反恐工作先进个人、湖南省学生军训工

作先进个人、湖南省高校征兵工作先进个人、2019年度全市平安建设工作先进个人、2017年度岳阳市征兵工

作先进个人、岳阳市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先进个人、优秀专职人民武装干部、武装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

等 42项个人荣誉。论文《工匠精神培育与高职思政教育有效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获得湖南省教育科学研

究工作者协会 2017 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论文《“双创”模式下高校创新创业激励机制构建的探索》获得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 2018 年度优秀论文评选一等奖并在会上作学术报告。

3、教学与课程：本人尽管在管理岗位担任行政工作，但一直都在从事思政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年均课时 100

节以上，主要担任课程有军事理论课、职业指导、就业创业指导和安全教育等，能准确把握教学重点、难点，

讲授深入浅出；能根据现代职业教育需要，注重实践性教学，每年的教学考核优秀。任招生就业处长、就业处

长、武装部部长和安全保卫处处长（维稳办主任）期间积极推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

《军事理论》和《安全教育》课程建设，从开设系列讲座到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做了大量的工作。组建军事理论

教研室并兼任主任，主编校本教材 2 本，率先开展慕课教学并申报立项了网络优质课，举办学术讲座 20 余场

次。

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

签名：

所学专业 体育 现从事专业 高校管理

外语成绩 67分 继续教育情况 5年合格

计算机成绩 初级 是否破格 否

最后学历及毕业时间 大学本科 1988.7

现任专技职称名称及时间 副教授 2003.8

拟申报何专技职称 研究员

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任何职务 证明人

1988.8-1995.4 岳阳师范学校 团委/学生科 团委副书记 李舒凯

1995.4-2002.3 岳阳师范学校 团委/学生科 团委书记、副科长 李舒凯

承担或参与
的科研项目
及鉴定、获
奖 情 况

一、课题

[1]余敬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16B28，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学生管理工作模

式创新研究，2016/4-2018/11，4 万元，已结题，主持；

[2]余敬斌，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016CZY036，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机制研

究，2016/5-2018/7，1.3 万元，已结题，主持；

[3]余敬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19G12，习近平国家安全视阈下高职院校国

防军事教育改革研究，2019/7，4 万元，结题中，主持；

[4]余敬斌，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20BMJ001，三全育人视阈下内地西藏班学生理想信

念教育研究，2019/7，2.3 万元，在研，主持；

[5]余敬斌，2020 年度湖南省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课题，TZLX109，高校防范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对策研

究，2020/5，1.3 万元，在研，主持；

[6]余敬斌，岳阳市科学技术局科技计划一般项目，2016-3-15，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

2017/2-2018/12，4 万元，已结项，主持；

[7]余敬斌，岳阳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2019y104，高职院校学生工作精细化管理研究，

2019/7-2019/11，0.2 万元，已结题，主持；

[8]余敬斌，岳阳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自筹课题, 2020Z41，民族高校大学生理想信念现状分析，

2020/7-2020/11，0.5 万元，研究中，主持；

[9]余敬斌，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级重大课题，07MYA01，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就业工作对策研究，

2007/9-2008/12，1 万元，已结题，主持；

[10]余敬斌，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级重点课题，09MYB01，高职院校就业工作创新研究，2009/9-2010/12，

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

签名：

2002.3-2004.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招生就业办 主任

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刘树云

2004.3-2005.10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招生就业工作指导处 副处长

（主持工作）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刘树云

2005.10-2007.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招生就业工作指导处 处长

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刘树云

2007.2-2008.2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招就成教处 处长

机关党支部书记

刘树云

2008.2-2010.7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外语系 党总支书记 杨火保

2010.7-2011.9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系 主任

党总支书记
杨火保

2011.9-2013.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就业指导工作处 处长

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李葵模

2013.3-2013.8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系 党总支书记 杨火保

2013.8-2018.3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人民武装部

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文小华

2018.3-至今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维稳办 主任

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王平



0.5 万元，已结题，主持；

[11]余敬斌，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思想政治工作专题课题，14MYE01，新时期高职院校军事训练工作对策研

究，2015/1-2017/12，0.2 万元，已结题，主持；

[12]余敬斌，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17BDY002，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

路径的策略研究，2017/5-2020/5，2.3 万元，结题，第一参与；

[13]余敬斌，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16BJCY16，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2017/8-2019/11，4 万元，结题中，第一参与；

[14]余敬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YBA207，金融业空间集聚促进新型城镇化的机理级对

策研究，2017/9-2019/11，2 万元，结题中，第一参与；

[15]余敬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6C0753，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践研

究，2016/8-2018/6，1.2 万元，已结题，第一参与；

[16]余敬斌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7C0750，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激励机制建设研究，

2017/8-2019/11，1.2 万元，结题中，第一参与；

[17]余敬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9C0883，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与专业教育融合研究，2019/11，

1.2 万元，在研，第一参与

[18]余敬斌，岳阳市社会科学研究一般课题，2019y96，“协同治理”视域下的高职院校安全维稳机制创新

研究，2019/7-2019/11，0.2 万元，已结题，第一参与；

[19]余敬斌，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重点课题，18MYB02，以人为本的高职院校学籍管理制度研究，

2018/10-2019/11，05 万元，已结题，第一参与；

[20]余敬斌，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一般课题，18MYC14，双创时代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助推教育发展研究，

2018/10-2019/11，0.2 万元，已结题，第一参与；

[21]余敬斌，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一般课题，17myc01，新形势下高职院校内地西藏班学生教育管理研究，

2017/10-2018/12，0.2 万元，已结题，参与；

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签

名

服务基层情况

主持和参与《湖南省中职学校安全骨干教师培训》，《乡村幼儿园安全教育骨干教

师培训》，《湖南省中职骨干班主任培训》和《中职民办学校管理能力提升培训》

等国培省培项目；多次组织参与志愿者“三下乡”活动；连续 5年参加志愿者义

工活动，评为先进个人；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期间参加学校、社区和火车站等地

志愿者防疫活动；支持本处室副处长宏友文同志参加精准扶贫项目，宏友文同志

个人 2次评为先进个人，我校评为先进单位。

发表论文和著
作的标题
刊物、时间
作者排名等

一、论文

[1]余敬斌.“微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探究[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0, 3:29-30.（北京大学《中文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2]余敬斌.基于融媒体环境的高校思政工作改革[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9, 7:29-30.（北京大学《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

[3]余敬斌.内地西藏班德育教育研究[J]. 民族论坛,2017, 6:79-82.（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来源期刊）；

[4]余敬斌.杨匏安：把信仰的诗文融入生命[J]. 党史文苑,2020, 1:34-37.（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来源期刊）；

[5]余敬斌.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创新研究[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8, 3:33-36.（中国人文社

会核心期刊扩展版来源期刊）；

[6]余敬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高校国防教育研究[J]. 电子工程学院学报,2019, 6:44-45.（985/211

大学来源期刊）；

[7]余敬斌.“双创”模式下高校创新创业激励机制构建的探索[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 11:74-79.

（一本大学来源期刊）；

[8]余敬斌.“互联网+”背景下民族院校学生管理实践创新研究[J]. 西藏教育,2019, 9:57-60.（西藏自

治区优秀期刊来源期刊）；

[9]余敬斌.工匠精神培育与高职思政教育有效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

8:53-55.（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来源期刊）；

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

签名：



[10]余敬斌.新时代高校国防教育研究----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J]. 党史博

采（下）,2020, 1:49-50.（省级期刊来源期刊）；

[11]余敬斌.冯晓蔚.胡锡奎在河北的战斗岁月[J]. 党史博采,2019, 12:35-36.（省级期刊来源期刊）；

[12]余敬斌.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促进机制研究[J]. 教育教学论坛,2016, 35:110-111.（省级期刊来

源期刊）；

[13]叶介甫,余敬斌.斗争精神：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J]. 学习.活页文献,2019, 34:47-54.（CSSCI 来源

期刊）；

[14]叶介甫,余敬斌.斗争精神：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8-20 版名：典范 版

号：008 分类号：D261（国家级报刊）；

[15]叶介甫,余敬斌.信仰：共产党人的精神之基[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6-04 版名：典范 版号：

008 分类号：D261（国家级报刊）；

二、著作

[1]主编：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模式创新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国家级出版社），150 千字， 2018.11；

[2]主编：新编大学生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中国商业出版社（国家级出版社），420 千字， 2015.10；

[3]主编：大学生军事理论与技能教程，国防大学出版社（国家级出版社），416 千字， 2014.09；

[4]第一副主编：余敬斌，高职学生国防军事教育教程，河北省教育出版有限公司（国家级出版社），300

千字， 2016.08；

三、专利

本人 2017 年申请的发明创造专利《一种创新创业的文件显示装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审核意见

（盖章）：

负责人

签名：

近五年年度考核情况

年 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考核情况 合格
优秀 合格 合格 合格

备注

公示时间： 公示结果： 负责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