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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7日，自学考试分会换届大会暨自学考试转型

发展论坛在南京召开。学会副会长、中科院院士陈

骏，自学考试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戴家干，教育

部考试中心副主任杨松，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苏春

海等出席会议并讲话。杨松当选为分会第四届理事

会理事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吴仁林当选为

秘书长，南京财经大学徐训芳当选为监事。分会秘

书处挂靠江苏省教育考试院。

二月

2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

问题研究”被列入教育部《教育系统 2019年“奋进之

笔”行动总体方案》“攻坚行动”中。2019年，课题组

向教育部领导和相关司局报送 10期《研究专报》，课

题组成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22日，学会发布“2014—2018年中国高校创新人

才培养暨学科竞赛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了 12个
“高校学科竞赛排行结果榜单”，同时发布全国高校

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2012—2018年），启动全国

普通高校教师教学发展研究工作。学会副会长张大

良，副秘书长王小梅出席会议。

三月

11日，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

题 2016年度体育专项课题第二批结题鉴定会在北京

召开。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出席会议。

12日，“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研究”课题座谈会

在浙江大学召开。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校长吴朝

晖，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出席会议。

15 日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专题观察报告

（2018）》正式出版，同时启动 2019年研究撰写工作，

22个分支机构参与。

24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升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研讨会在北京师范

大学召开。学会副会长、思想政治教育分会理事长

刘川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靳诺，时任学会

副会长、秘书长康凯，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等出

席会议。会议特别邀请了参加 3月 18日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的9名教师代表。

25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委托学会开展“高校教

师队伍建设、教师奖励制度及‘教师法’修订”课题研

究。课题组先后召开 3次讨论会、2次成果交流会。

学会副会长管培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

出席相关会议。

29—30日，学会承担的 2019年度教育部直属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工作培训会议在国家教育行政

学院举行。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学会

副秘书长王小梅参会致辞并为与会专家、秘书发放

培训结业证书。来自 45所部属院校的 38位专家、44
位秘书参加了培训。

30日，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在

北京召开。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杜玉波，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姜胜耀，时任学会副会

长、秘书长康凯等出席成立大会。清华大学环境学

院院长贺克斌院士当选为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长，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环境学院教

授温宗国当选为分会秘书长。《中国环境管理》执行

总编宋旭当选为分会监事，分会秘书处挂靠清华

大学。

31日，“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作会议暨分

支机构建设推进会”在北京召开。学会会长杜玉波

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会副会长刘川生、管培俊、张大

良出席会议。时任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学会监

事长孙维杰分别作年度工作报告和监事会工作报

告。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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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总结学会

2018年工作，部署学会2019年工作。

3月，学会会刊《中国高教研究》再次入选《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四月

3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在学会组织会商了教师

职业行为解读工作，集中研讨、制订解读工作方案、

提纲等。学会副秘书长王小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二级巡视员赵建军等10余位专家出席会议。

8日，“高等教育引领支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战略研究”课题座谈会在上海召开。学会副

会长、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副会长张大良等出席会

议并讲话。

9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高等教育支撑作用

研究”课题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学会副会长、中山大

学校长罗俊，副会长张大良等出席会议。

18—20日，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2019年年会暨第

八届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在杭州召开，论坛主题

为“素质教育与文化自信”。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

瞿振元，监事长孙维杰，浙江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吴永

良，大学素质教育分会理事长、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

李和章，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北京大学原常务

副校长王义遒，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浙江

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周建松、校长郑亚莉等出席

会议。会议由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承办。

27日，学会会长杜玉波、副会长管培俊出席在四

川师范大学举行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

的大学治理使命”高峰论坛，并分别作题为《大学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担当》《中国大学校长

的职业化》的主题报告。

27日，由学会、中国教育在线、浙江外国语学院

等联合策划的“与新中国同行——高等教育的发展

之路”口述纪实系列访谈活动在杭州启动。10余位

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访谈

录从不同视角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40余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27日，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2019年理事长工作会

议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遵义召开。分会

理事长周建松等出席会议。

五月

9日，校友工作研究分会 2019年第一次常务理事

会议暨校友工作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召开。四川

大学副校长晏世经、校友工作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胡炜出席会议。

16日，学会在北京举行 2019年春季“高博会”新

闻发布会，向媒体及社会各界介绍本届“高博会”的

概貌、亮点，主论坛议题以及教师教学发展指数和

“校企合作双百计划”的情况。人民网、新华网、中国

日报网、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 20余家新闻媒体

参加并报道新闻发布会相关情况。

18日，2019年度“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重大理

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新立项的 3项课题及教育部有关

司局推荐的 15项重点课题开题报告会在北京召开。

学会会长杜玉波，副会长管培俊、张大良，监事长孙

维杰，时任副会长、秘书长康凯，教育部有关司局负

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出席开题会，进行现场指导。

18日，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学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杜玉波，副

会长张大良，监事长孙维杰，时任副会长、秘书长康

凯，学术委员会委员共 40余人出席会议。杜玉波会

长作题为《凝心聚力 善于作为 推进学会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讲话。与会学术委员围绕 2019年重点学

术工作及学术年会选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23—24日，学生工作研究分会 2019年学术年会

在福州大学召开，主题为“新时代学生工作的守正与

创新”。分会理事长、中北大学党委书记李忠人，福

州大学党委书记陈永正，分会秘书长、中北大学党委

副书记薛智，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林生，以及福建省

教育厅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

25—26日，美育专业委员会换届大会在西北工

业大学召开。美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欧可平，西北

工业大学副校长万小朋，美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杜卫、彭吉象、周星、郑小筠、王旭晓等出席大会，会

议由美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志勇主持。杭州师范

大学原校长杜卫当选为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杭州

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冯学勤当选为秘书

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旭晓当选为监事。专委会

秘书处挂靠杭州师范大学。

26—27日，教学研究分会第二届中国大学课程

教材论坛在福州召开，主题为“‘金课’课程教材建设

的创新与实践”。学会副会长、中科院院士陈骏，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综合处处长吴爱华，教学研究分会

理事长、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杨祥等出席论坛。

26—28日，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19·春）在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学会会长杜玉波、副

会长管培俊、陈骏、张大良，监事长孙维杰，教育部高

103



2020年第3期 中国高教研究

等教育司副司长徐青森等领导与嘉宾出席“高博

会”。本届“高博会”吸引 1 0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

开设 6万平米展区，2 500余个展位，展示产品上万

件，近 2万名专业观众参与。同期举办高校实验室建

设与发展论坛、中国大学课程教材论坛、教学发展与

竞赛活动论坛、中国高等教育智慧教学与课堂教学

改革高峰论坛等30余场活动。

30日至 6月 6日，学会监事长孙维杰率“一流大

学内部治理结构和人才战略研究”学术交流任务团

一行 5人出访美国。期间，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旅美华人校院长

协会、美国教育委员会。此次出访对推动中美两国

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六月

2日，学会副会长张大良出席在南京大学召开的

“一流大学建设与一流本科教育”研讨会并致辞。来

自全国100多所高校的300余人参加会议。

4日，继续教育分会 2019年学术交流年会在黑龙

江海林召开，主题为“不断提高继续教育质量、持续

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分会理事长、北京大学继续

教育部部长刘力平，牡丹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

苏，海林市市长高峰等出席会议。

13日，第六届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活动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文创

产品设计专项征集进行了系统介绍。学会时任副会

长、秘书长康凯出席会议并致辞。

14日，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

题 2017年高校校友工作专项课题中期检查工作会议

在南京大学召开。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出席会议并

致辞。校友工作研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胡

炜，评议专家、课题组成员等8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15日，学会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联合主办的“新

时代行业特色高校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近百所行业特色高校 200余
位代表参会。时任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康凯出席会

议并致辞。

22日，由学会和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中国教育学

会、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联合主办的“首届安全应急教

育论坛”在北京举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

尧，学会会长杜玉波等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全国

各省市关注安全应急教育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协

会机构、大中小幼院校、行业企业及新闻媒体 500余
位代表参加论坛。

24—26日，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第十届全国

中外合作办学年会在广州召开。学会副会长管培

俊，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朱超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林如鹏，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朱华山，贵州省教育厅

副厅长王慧等出席会议。

28日，学会会长杜玉波在北京会见美国教育委

员会（ACE）副主席布拉德先生，学会副会长管培俊、

张大良，监事长孙维杰等出席会谈。此次会谈对推

动学会与美国教育委员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交流合

作具有积极意义。

28—30日，薪酬管理研究分会 2019年常务理事

会暨高校薪酬改革研讨会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教

育部人事司副司长彭实，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

寒松，薪酬管理研究分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常务副书

记姜胜耀等出席会议。

七月

1日，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分会换届大会在北京召

开。分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顾海良，教育部社科

司司长刘贵芹、副司长谭方正，学会副秘书长郝清

杰，分会秘书长、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北京

师范大学副校长郝芳华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原党

委书记韩震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师范

大学社科处处长范立双当选为秘书长，中国政法大

学科研处处长栗峥当选为监事，分会秘书处挂靠北

京师范大学。

2日，中共教育部党组任命姜恩来为学会秘书处

秘书长（试用期一年）；19日，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

长钟登华到学会秘书处宣布任命决定。

2—4日，学会在浙江杭州组织召开 2019年学会

系统主办刊物负责人研讨会。研讨会围绕新时代教

育类期刊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功能与作用，

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与教育类期刊互动发展等主题展

开研讨，来自学会分支机构主办刊物及特邀期刊的

负责人 20余人参会。与会期刊负责人分别围绕期刊

发展定位、重点选题、期刊特色建设等主题进行发

言。与会期刊负责人还同会议承办方浙江金融职业

学院的教师代表围绕论文选题和教学研究论文撰写

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4日，档案工作分会换届会议在武汉召开。教育

部办公厅相关处室领导，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湖北

省档案馆副馆长刘晓春，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

海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分会秘书长、南京大学档案

馆馆长吴玫主持。吴玫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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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杨桂明当选为秘书长，

齐鲁工业大学档案馆馆长张志业当选为监事。秘书

处挂靠北京师范大学。

4—6日，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9年年会暨新

工科与一流本科建设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荣命哲、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刘建林、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陆国栋等出席

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郑南宁，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民、复旦大学副校长

徐雷、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

长夏建国等出席会议。

7—9日，院校研究分会换届大会暨“院校研究规

范发展与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培养”学术研讨会在哈

尔滨召开。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辛宝忠、学会

副秘书长王小梅、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巡视员丁哲学、

院校研究分会理事长刘献君等出席会议。武汉理工

大学原副校长张安富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俊超当选为

秘书长，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朴雪涛当

选为监事。分会秘书处挂靠武汉理工大学。

12—14日，教育评估分会换届大会暨 2019年学

术年会在鲁东大学召开，学术年会主题为“不忘初

心，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的理论创新与实

践反思”。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国家教育咨询

委员会委员李延保，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原主任刘凤泰等出席会议。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

作宇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副

教授杜瑞军当选为秘书长，教育部高教司原调研员

胡秀荣当选为监事。分会秘书处挂靠北京师范

大学。

19日，学会会长杜玉波出席由学会产教融合研

究分会等主办的深化产教融合 助力“一带一路”

——2019产教融合发展论坛，并作题为《提升高等教

育国际合作水平，助推“一带一路”开放发展》的主旨

演讲。

22—28日，学会援藏专家团到西藏民族大学、西

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等 7所高校开展调研指导

和智力援建活动，深入了解学校办学情况，就学校发

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座谈交流，提供专家咨询，

并进行捐赠。

26日，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换届会议在兰州召

开。专委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校

长高松，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

长王义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处长高东锋，学

会副秘书长郝清杰，兰州大学副校长潘保田，甘肃省

教育厅高教处处长张发旺等出席会议。潘保田当选

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兰州大学教务处处长罗彦

锋当选为秘书长，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方新贵当

选为监事。专委会秘书处挂靠兰州大学。

27日，引进外国智力分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第

四次会议在山东大学（青岛）召开。学会副秘书长郝

清杰、山东省外国专家局局长张祝秀、青岛市科学技

术局党组织成员于炳波、山东大学副校长韩圣浩等

出席会议。会议由引进外国智力分会常务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部长夏红卫主持。

29日至 8月 1日，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 2019年学

术年会暨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扬州大学召

开，学术年会主题为“大学数学与中学数学的衔接与

贯通”。专委会名誉理事长张景中、名誉理事长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李尚志、理事长上海大学王卿文、扬州

大学副校长黄建晔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教育数学专

委会副秘书长、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李立斌

主持。

7月，在谷歌发布的 2019年学术指标（Scholar
Metrics）排名中，《中国高教研究》位列中文期刊第

28名。

八月

15日，学会联合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辅导员

工作研究分会设立专项课题，经资格审查、专家会议

遴选评议，最终遴选出“‘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国

际化”专项课题 15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发展

研究”专项课题41项。

15—17日，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2019年学术年会

暨全国高职高专教学副校长、教务处长研讨会在贵

阳召开。学会副秘书长王小梅、贵州省教育厅副厅

长鞠洪、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周建松以及来自

全国各省市区 300余所高职院校及有关单位的 65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聚焦“双高计划”背景下

高职院校“三教”改革，对当前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高

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27—28日，受国家民委委托，学会开展了民族院

校（本科）教学成果评估工作。学会组织业内专家在

云南民族大学召开了教学成果评估交流研讨会，为

民族院校教学成果培育工作问诊把脉，提出建设性

的培育建议。学会副会长张大良，国家民委教育科

技司司长田联刚、副司长李学锋出席活动。全国 19
所民族院校的分管副校长与职能部门负责人 9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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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

28日，师资管理研究分会 2019年常务理事会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在

内蒙古大学召开。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校工委委员、教育厅总督学、党

组成员张喜荣，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副理事长、

陕西师范大学原书记甘晖，师资管理分会秘书长、云

南大学副校长刘波，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朱炳文、副

校长张吉维等出席会议。会议主题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深化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会

议研究部署了分会2019年主要工作。

九月

2日，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在学会秘书处会见泰王

国——高教科研创新部高等教育评估局局长娜那帕

一行，双方就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质量评估认证

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会谈，学会秘书长姜恩来等参加

会谈。

9—14日，学会会长杜玉波率学会“‘一带一路’

国家高水平大学及学科建设交流”代表团一行 6人出

访韩国，实地考察了延世大学、汉阳大学，了解了首

尔大学、成均馆大学、世宗大学、建国大学、东国大学

的办学情况，与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韩国高等教育

政策部国际协力局、我国驻韩国使馆以及在韩留华

校友代表、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代表进行了会谈。

本次出访深入了解了韩国高水平大学建设经验，推

动了学会与韩国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全面合作关

系，进一步加强了中韩高等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为促

进我国“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为加

强学会新型智库建设、品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1日，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甘肃兰

州召开。学会会长杜玉波，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

长林蕙青，副会长刘川生、姜斯宪、李元元、罗俊、管

培俊、张大良，秘书长姜恩来，监事长孙维杰，副秘书

长王小梅、郝清杰参加会议。会议由学会副会长管

培俊主持。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规定，经

理事会表决，同意增补林蕙青、姜恩来为学会副会

长；同意姜恩来任学会秘书长；增补郝清杰为学会理

事、常务理事；提议变更学会法定代表人为姜恩来，

并按照相关程序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审批。

17日，学会会长杜玉波在学会秘书处会见了由

郑煐玉副会长率领的在韩留华校友会母校访问团一

行 16人。双方就两国的人才培养和高等教育改革等

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20日，“学会学术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博士

学位论文文库、高等教育研究中青年学者文库”审核

认定会议在京召开。经专家审核认定，共有 9篇高等

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2篇学术专著获得入库资格。

学会副会长张大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会副会长、秘

书长姜恩来主持会议。

26日，在教育部指导下，学会组织、中外合作办

学分会承担编写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指南（试行）

（2019年版）》正式发布。

十月

11-13日，“2019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在兰州

大学举行，主题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际视野与中

国经验”。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 24个国家的 60多位外宾，以及 300余所高

校的专家学者，共计 1 400余人参会。甘肃省委副书

记、省长唐仁健，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学

会会长杜玉波等领导出席开幕式。翁铁慧副部长发

表题为《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 努力建设高等教育

强国》的讲话，杜玉波会长作题为《办好中国特色高

水平大学的基本点》的主旨报告。

截至 18日，学会完成 2019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现场检查工作。专家组于 6—10月期间，

分别进驻西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

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兰州大学、长安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对 12所高校开展教师职称评审现场

检查工作。

20日，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19·秋）新闻发布

会在南京举行。发布会确定秋季“高博会”将围绕

“讴歌新中国辉煌成就，推进教育现代化创新发展”

这一主题，全方位与举办地教育厅开展合作，推进

“双百计划”，拓展发展空间；强化服务高等教育改

革、服务校企合作、服务体育强国战略，深刻回应高

等教育重大关切。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日报网等 20
余家新闻媒体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22日，学会联合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大学素质

教育研究分会设立专项课题，经资格审查、专家遴选

评议，遴选出“2019年度实验室管理”专项课题 32项、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专项课题33项。

28日，由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和清

华大学图书馆研制、中国知网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

国际引证年报（2019版）》正式发布，《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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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2019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TOP5%
以内的国际影响力品牌学术期刊）。

十一月

1—3日，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19·秋）以“讴

歌新中国辉煌成就，推进教育现代化创新发展”为主

题在南京成功举办。学会会长杜玉波，副会长林蕙

青、管培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杨燕滨、高教

司综合处处长吴爱华等领导和嘉宾出席“高博会”。

本届“高博会”吸引来自 1 300余所高校的近 2万名教

师、管理人员，近万名商业观众，千余位专家、学者、

嘉宾参会，近 700家展商参展，展览面积近 7万平方

米，共 2 546个展位，创历史新高。同期举办新中国

高等教育 70年高峰论坛、第四届中国高等工程教育

研讨会、中国体育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暨新时

代校企合作交流会等 36场论坛活动，举办“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典型案例展，并首次发布“全国普通本科

院校教师教学发展指数”。

7日，学会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在京举行全面合

作协议签字仪式。学会会长杜玉波、弗吉尼亚大学

副教务长斯蒂芬·马尔出席并分别讲话。学会副会

长张大良，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等出席签字仪式。

9日，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新时代 新业态 新高职

——高职院校深化‘三教’改革高峰论坛”在福建泉

州召开。分会会长周建松、天津职业大学校长刘斌、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吉文林、黎明职

业大学党委王松柏书记、黄世清校长等出席会议。

16日，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第二届理事会换

届大会暨“面向 2035：地方大学发展的愿景与行动”

学术论坛在郑州大学召开。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

河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张水潮、郑州大学党

委书记牛书成出席会议。郑州大学副校长屈凌波当

选为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郑州大学副校长吴

宏阳当选为分会秘书长，青海大学副校长王晓英当

选为分会监事。分会秘书处挂靠郑州大学。

17—21日，学会副会长管培俊，副会长、秘书长

姜恩来率代表团一行 5人赴巴基斯坦参加“中巴经济

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及“中巴高等教

育论坛”“中巴高等教育展”相关活动。来自 40余所

中巴联盟成员高校的 4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期间，

代表团还访问了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真纳大学、

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COMSATS信息技术大学。

此次访问，推动了“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交流机

制健康、持续发展。

22日，由学会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主办的

“5G+智慧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学会会长杜

玉波出席论坛并作题为《拥抱 5G新技术 助力高等教

育新发展》的主题报告。

22—24日，由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9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在四川成都举办。来自美

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 26国外宾及国内专家

学者近 500人出席会议。学会会长杜玉波出席并作

题为《携手共建创新创业教育共同体》的主旨报告。

28日，保卫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会换届大会在湖

南长沙召开。学会副会长、专委会第六届理事会理

事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教育部思政司副司长

余先亭，公安部一局副局长毛宝锋，学会副秘书长郝

清杰，湖南大学党委书记邓卫出席会议并讲话。邓

卫当选为理事长，湖南大学党委保卫部部长谭琳当

选为秘书长，四川大学保卫部部长袁斌当选为监事。

专委会秘书处挂靠湖南大学。

十二月

5日，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被评为“2019年度（教

育）行业最具影响力会展项目”。该项目由全国会展

工作委员会及中国会展业专家委员会评选，于“中国

会展品牌发展大会”发布并颁奖。

6—8日，学会主办的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

赛——第 5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技术教师大赛

在浙江大学成功举办。本届大赛报名参赛教师共

395人，221人进入决赛，经过 3天比赛，最终评选出

一等奖 25名，二等奖 52名，三等奖 72名。期间召开

了“创新创业与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研讨交流会”，学

会副会长张大良，副秘书长王小梅出席大赛及论坛。

9—10日，学会组织开展民族院校教学成果评估

工作。161项参评项目分 5组进行答辩及评审，22位
专家莅临指导。评估结果经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联合会议确认。该项评估工作得到了国家民委、

与会专家和参评院校的高度评价和肯定，有效推动

了民族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

会副会长张大良、监事长孙维杰、副秘书长王小梅，

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司长田联刚、副司长李学锋参

加评估工作。

11—13日，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姜恩来带领学术

团访问南非，走访南非大学协会、比勒陀利亚大学、

金山大学等高校与教育组织以及中国驻南非大使

馆，就促进南非和学会间的交流进行了充分探讨，促

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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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第六届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颁奖仪

式暨第十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论坛在珠海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学会副会长管

培俊、副秘书长王小梅出席颁奖仪式。国台办副主

任龙明彪，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张柏军等以及来

自海峡两岸各界的嘉宾、文创人员、企业知名人士、

青年设计师以及高校学生300余人出席活动。

13—14日，统战工作研究分会成立大会在兰州

大学举行。学会会长杜玉波，中央统战部无党派人

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局负责同志、教育部思想政

治工作司司长魏士强、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苟天

宏、甘肃省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张晓东，兰州大学

校领导等出席成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 121所高校

的校领导和统战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兰州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国生当选为分会理事长，兰州大

学党委统战部部长药丽雯当选为分会秘书长，合肥

工业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姚跃传当选为监事，分会

秘书处挂靠兰州大学。

14日，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理事会换届大会暨

2019年工作年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学会副会长

林蕙青，创新创业教育分会第二届理事长高文兵，教

育部高教司综合处处长吴爱华，学会副秘书长郝清

杰，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毛丽娟，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

记许涛、校长蒋传海等出席大会。上海财经大学常

务副校长徐飞当选为分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上

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执行副院长刘志阳当选为分会

秘书长，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黎开谊、上海交通大学

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赵旭当选为分会监事。分会秘

书处挂靠上海财经大学。

15日，“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人才战略研

究”专题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学会副会长管培

俊出席会议并致辞。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

淮、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等 100余位专家学者

参会。

21日，薪酬管理研究分会 2019年年会暨“高校薪

酬管理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议由分会理事长、

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主持，湖南大学党

委书记邓卫，学会副秘书长郝清杰，教育部人事司原

一级巡视员赵丹龄，分会副理事长、北京科技大学副

校长臧勇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高校近 400名
代表参加会议。

22日，《中国高教研究》第五届编委会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学会会长杜玉波当选为《中国高教研

究》第五届编委会主任。杜玉波会长为《中国高教研

究》第五届编委会委员颁发聘书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王小梅代表第四届编委会做工

作报告。与会的第五届编委会委员审定了《〈中国高

教研究〉编委会工作规程》和《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
重点选题，并从办刊定位、栏目设置、品牌建设、国际

化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12月，学会监事会组成 5个检查组，分别对医学

教育专业委员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引进

国外智力工作分会、宣传工作研究分会、大学文化研

究分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学生工作研究分

会、国际政治研究分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创

新创业教育分会等 10个分支机构进行规范办会工作

的实地检查。

2019年，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

社会科学）》中，《中国高教研究》期刊影响力指数 CI
值在G4/G7教育类 274种期刊中排名第 3位。复合影

响因子为 3.95，相较上一年度提升 30.88%，在全国高

教类期刊中排名第一。

截至 12月底，本年度学会微信公众号共发布 458
条信息，关注人数达 5.2万人；《中国高教研究》微信

公众号共发布 243条信息，关注人数达 2万人；中国

高等教育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共发布 223条信息，关注

人数达5.1万人。

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自 2018年 11月恢复运

营以来，累计开展培训活动58场，培训5 111人次。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社，高教刊、基教刊全

年出版 24期，载文 775篇。杂志社圆满举办第 30届
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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