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活动

 宏观院举行中国教育发展论坛2019“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

 华东师大与上海教科院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一行赴宏观院调研指导

 宏观院代表团访问日本文部科学省及部分知名高校

 宏观院课题组赴西藏、青海调研“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

 宏观院举办第二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研究动态

 宏观院课题组赴安徽省开展农村学校闲置及师资配置问题专项调研

 宏观院举行博士生科研项目结题答辩会

 宏观院研究团队赴厦门调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宏观院课题组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开展区域教育发展规划调研

 由宏观院牵头负责的教育决策技术标准组获批成立

 宏观院课题组赴河南调研教师编制改革

 宏观院研究团队赴宝山区虎林中学开展调研



院情动态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处处长李燕丽一行赴宏观院调研指导

 宏观院举行教育大数据决策标准研究启动会

 宏观院博士后陈佳欣参加2019国际比较教育年会

 宏观院举行专项计划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

 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赴宏观院做智库建设专题报告

 市委教育办秘书处处长耿绍宁带队赴宏观院调研

 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一行调研宏观院

 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王秋副教授作学术讲座

 宏观院党支部与学校办党支部牵手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Theo Wubbels教授作学术报告

 宏观院举行“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主题讲座

 余南平教授为宏观院教工党支部讲解中美关系

 宏观院举行第20期博士生学术沙龙

近期成果

 学术论文

 媒体文章



重要活动

4月19日，由宏观院主办的主题为“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中国教育发展论坛

2019在丽娃河畔举行。十余位教育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专家

学者围绕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城镇化与人口流动、空间分布及教育资源配置，人

口变动与教师供需均衡及质量保障，人口变动与教育经费需求预测及结构优化，人口变

动与城乡学校布局规划及入学机会配置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论坛，与会者

从不同学科视角通过广泛交流和深度对话，加深了人口均衡分布与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相

互关系的认识，强化了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主题的现实思考与重视，对未来区域教育发展

规划和政府决策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也为拓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

新思路。

（一）宏观院举行中国教育发展论坛2019“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配置”



重要活动

4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主任陆靖；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党委书记汪歙萍，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陆勤，副院长张珏、陆璟、沙军；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校长钱旭红，

副校长孙真荣、梅兵；以及宏观院和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学部院系负责人等出席签约仪

式。签约仪式由梅兵主持。双方在依托宏观院开展合作的基础上，将深入开展重大教育

项目研究，全面推进教育决策系统建设，继续强化基于大数据的教育决策咨询，持续推

动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国际合作，共同培养教育决策专业人才和干部队伍，实施全面战略

合作。

（二）华东师大与上海市教科院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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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

春鸣、统计处处长李燕丽等赴宏观院调研

指导工作。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宏观

院院长童世骏，副校长梅兵，宏观院副院

长钱冬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张珏、普教所副所长李伟涛，上海市教委

发展规划处顾晨兰、闫伟等参与座谈。郭

春鸣对宏观院在短短五年内取得的成绩表

示认可，并对宏观院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

他表示，宏观院后续要认真梳理机制建设

及系统研发所面临的问题，期待宏观院能

够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国

家教育发展。

4月23日至4月26日，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兼职研究员吴遵民、胡耀宗，办公室主任

宛姝，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皛，博士后吴旻瑜一行赴日本文部科学省及东京

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访问，就教育政策领域中日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学术合作

进行了交流。通过对日本文部科学省及知名高校的访问，宏观院将进一步发挥国家教育智

库的平台与枢纽优势，聚焦东亚，与相关国家的高校、智库、教育行政部门等协同合作，

开创教育政策国际交流合作的新模式与新局面。

（四）宏观院代表团访问日本文部科学省及部分知名高校

（三）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一行赴宏观院调研指导



重要活动

（五）宏观院课题组赴西藏、青海调研“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

5月20日至23日、6月25日至27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与宏观院组成联合调研组，分

别赴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开展“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调研。教师工作司副司长

杨燕滨，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宏观院院长童世骏，教师工作司待遇与社会保障处干

部钱程，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钱冬明，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廷洲，博士

后尚伟伟、吴晶和夏彧参加调研。期间，课题组向校长、教师发放了调查问卷。通过调

研，课题组了解了青海省教师队伍建设的整体情况和主要问题，为破解“三区三州”教

师队伍建设的短板与困境，获得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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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新时代教师发展与学生成长学术论坛暨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第二届全

国博士生论坛在理科大楼A504报告厅举行。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梅兵、华东师范大学研

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张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史静寰、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以及宏观院全体科研人员和博士生参加了论

坛。此次论坛共收到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

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20所高校的46篇投稿，根据选题的重要性和创新性、学术

写作的规范性、研究成果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三条主要标准，通过多名专家的评审最终选

出16篇论文到会作专题演讲。全国31所高校的百余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充分

展示了宏观院专项计划博士生在学科交叉、协同育人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博士生搭建了一个以文会友、积极思考与交流的平台，为宏观院后续博士生人才

培养以及博士生论坛品牌培育项目的建设积累了经验。

（六）宏观院举办第二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研究动态

4月3日，宏观院课题组在安徽省开展农

村学校闲置及师资配置问题专项调研。双方

就农村中小学校园校舍闲置的主要原因及影

响、处置工作的进展情况、经验做法及问题

困境、解决教师安置问题的经验和困难、对

策建议等内容展开进行了交流讨论。通过此

次调研，课题组了解了农村闲置校园校舍及

教师安置的总体情况以及面临的主要困难，

收集了安徽省处理相关问题的有效经验，为

进一步解决农村学校闲置及师资配置问题积

累了事实依据，希望与宏观院保持长期合作。

（一）宏观院课题组赴安徽省开展农村学校闲置及师资配置问题专项调研

4月17日下午，宏观院举行第18期博士

生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由宏观院“教

育决策与政策分析”专项计划的5位博士生

围绕2018年博士生科研项目进行结题答辩，

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上海市教科院高等

教育研究所所长董秀华、华东师大教育管

理系朱军文、宏观院范笑仙和刘皛五位老

师进行点评和指导。老师们对每位同学的

结题报告进行了点评，提出应在扎实的理

论积淀和方法学习基础上，结合现实去发

现可以研究的真问题，并为每位同学后续

可深入研究的方向提出了建议。最后，老

师们为通过结题的同学颁发了结题证书。

（二）宏观院举行博士生科研项目结题答辩会



研究动态

5月10日至11日，华东师大党委书记、

宏观院院长童世骏，副院长郅庭瑾等一

行赴厦门市开展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专

项调研。调研以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

学校和企业等形式展开。厦门市副市长

国桂荣，市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局长郭

献文，国贸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晓

曦等接待了调研组一行。调研组通过座

谈会和实地走访，初步了解了厦门市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区域实践和经验，双

方达成了下一步在多个领域探讨合作的

意向。

（三）宏观院研究团队赴厦门调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四）宏观院课题组赴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开展区域教育发展规划调研

5月8日至10日，宏观院课题组深入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开展“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教育发展规划”专项调研。课题组

专家团队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魏志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薛二勇、上海建

青实验学校原校长戴群，工作团队包括

宏观院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廷洲、副研究员卢威、博士后吴晶、

科研助理王秋华。此次调研主题包括教

师队伍建设、优质均衡创建、民办教育、

学前教育。通过此次调研，课题组对东

胜区相关教育主题的发展情况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对现状问题有了清晰把握，

为制定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奠定了基础。



研究动态

6月2日，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教育技术分技术委员会暨教育部教育信息

化技术标准委员会（CELTSC）2019年上半年全体会议在北京邮电大学召开，宏观院标

准技术专家委员钱冬明、团体专家委员李欢冬参加会议。会议圆满结束并通过多项决议。

宏观院钱冬明委员做“教育决策技术标准”的专题报告，介绍了教育决策技术标准总体

框架、教育决策支持系统功能要求和教育信息化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三项新标准提案。会

上表决通过了成立教育决策技术标准组的提案，确定召集人为钱冬明，工作组成员包含

李青、吴战杰、李欢冬等。教育决策技术标准组的成立，标志着教育宏观决策技术的研

究进入新阶段。

（五）由宏观院牵头负责的教育决策技术标准组获批成立

（六）宏观院课题组赴河南调研教师编制改革

6月12日至14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与宏观院组成联合调研组赴河南省开展教师编制改

革专项调研。教师司保障处干部陈飞、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

主任李廷洲、博士后尚伟伟、博士生丁亚东参加调研。期间，课题组向校长、教师发放了

调查问卷。通过调研，课题组了解了河南省教师编制改革的整体情况，为开展教师编制改

革研究、提出相关建议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动态

6月20日，宏观院研究团队赴宝山区虎林中学开展调研，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宏

观院院长童世骏、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宏观院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廷

洲、博士后尚伟伟和吴晶参与调研。在调研座谈会上，宝山区副区长陈筱洁、宝山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詹军、宝山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沈杰、宝山区教育局局长杨遇

霖、宝山区教育局基教科科长张宝林，以及虎林中学、虎林小学、红星小学、泗塘小

学等学校的校长参与讨论。与会各方就宝山区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改革进展、关键

问题和未来发展思路等内容进行了交流。通过此次调研，宏观院对基层学校现状有了

更深入的认识，为后续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素材。

（七）宏观院研究团队赴宝山区虎林中学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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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

处处长李燕丽一行赴宏观院调研指导工

作，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宏观院院

长童世骏，副校长梅兵，宏观院副院长

郅庭瑾、钱冬明等参与座谈。上午的研

讨会主要围绕系列年度发展报告等展开。

下午的研讨会集中讨论国家教育科学决

策服务系统的研发工作。郅庭瑾对规划

司的指导与各位专家的支持表示感谢，

宏观院未来将继续全力以赴，做好系统

研发及智库研究各项工作。

4月12日下午，教育大数据决策标准研

究启动会在宏观院举行。教育部发展规划

司、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上海市教

委发展规划处、上海市教委信息化办公室、

广东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黑龙江省教育

大数据应用与新闻宣传中心、青海省教育

厅发展规划处，以及来自高校和企业11家

单位的25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宏观院

副院长钱冬明主持，重点讨论了教育大数

据决策标准框架。与会代表均积极发言，

就标准框架的架构调整、标准补充和标准

的立项等提出了建议。

（一）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处处长李燕丽一行赴宏观院调研指导

（二）宏观院举行教育大数据决策标准研究启动会

（三）宏观院博士后陈佳欣参加2019国际比较教育年会

4月14日至18日，宏观院博士后陈佳欣受邀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六十三届国

际比较教育年会（63r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ciety 2019）。陈佳欣在圆桌分论坛上汇报了有关北京流动儿童身份认同问题及学校

影响作用的研究成果，并与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巴西利亚大学、旧金山大学、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等多所国外高校的参会者就各自的研究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就

中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和民办教育发展困境等问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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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观院举行专项计划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

5月9日下午，宏观院在物理楼445室举行专项计划博士生学位论文的答辩。本次

答辩由复旦大学熊庆年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董秀华研

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范国睿教授、唐玉光教授、郅庭瑾教授和荀渊教

授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专项计划博士生刘金松和田贤鹏围绕各自的论文《省域高

等教育治理结构优化研究》、《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分别从问题提出

与综述、结构框架与内容、研究设计与实施、研究结论与建议、创新之处与反思等

方面进行了答辩陈述，并回应了答辩委员会专家提出的问题，答辩委员会表示满意，

两位博士全票通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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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陆

靖赴宏观院做“上海教育现代化的若干

问题”专题报告。报告会由华东师范大

学党委书记、宏观院院长童世骏主持。

陆靖在专题报告中，从上海教育发展中

的一些具体案例与问题入手，进行详尽

分析，阐述上海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现状

与发展方向。陆靖认为，对标卓越的全

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目标，上海必须

建立与此定位相匹配的现代化高水平教

育。最后，陆靖主任对宏观院前期取得

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智库建设必须跟上

步伐，希望宏观院未来能更加精准地对

接政府决策需求，开展前瞻性研究，为

政府教育决策提供更加专业和有效的支

撑。

（五）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赴宏观院做智库建设专题报告

（六）市委教育办秘书处处长耿绍宁带队赴宏观院调研

5月22日，市委教育办秘书处处长耿

绍宁带队赴宏观院开展调研座谈会。宏

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向市委教育办秘书处

一行介绍了宏观院的成立背景以及历史

发展脉络，并从科研项目、队伍建设、

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下一步工作计划

等方面介绍了宏观院的工作概况。耿绍

宁介绍了秘书处的重点工作，感谢宏观

院对秘书处前期工作的支持，表示双方

要紧密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

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共同开展研究和

决策咨询。双方还就目前已经开展的合

作项目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明确

工作机制和工作方式，通过项目牵引、

人员交流互派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合作

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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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一行调研宏观院

5月29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一行调研宏观院。老教授协会张瑞琨、吴

铎、杜公卓、许世远、杨伟民、郑寅达、黄余明等教授，老龄办主任、老教授协会副

会长黄平参与调研。黄余明教授首先介绍了华东师大地图集的编制工作。接下来，宏

观院副院长郅庭瑾、钱冬明分别向老教授协会成员介绍了宏观院建院五年来的发展情

况，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的主要功能及研发进展。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宏观院

院长童世骏对老教授协会来院调研表示衷心的感谢，老教授们为学校发展作出了杰出

贡献，希望学校及宏观院今后的发展能继续得到前辈们的支持。

5月29日下午，宏观院举行第19期博士生学术沙龙，邀请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

院王秋副教授作了题为“范式与理论框架：潜隐的文化和政策变量在结构方程模型

的应用”（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tegrating latent cultural variables

and policy construct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的学术讲座。宏观院副院长郅庭

瑾教授参与交流，刘皛博士主持沙龙。王秋老师围绕范式类型、理论模型、概念模

型、结构方程模型和WarpPL软件使用等内容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

（八）美国雪城大学教育学院王秋副教授作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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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宏观院党支部与学校办党支部牵手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5月31日下午，宏观院党支部与学校办党支部牵手在中山北路校区办公楼小礼

堂举行原著导读主题党日活动，活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宏观院院长童世

骏同志带大家共同学习《共产党宣言》。活动由学校办党支部书记潘靓同志主持。

童世骏同志结合自己专业背景，介绍了《共产党宣言》成书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

分析了文中的关键论断，围绕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和其相关规律，就如

何智慧地看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等主题展开了精彩论述。随后，在座的党员同

志就读书体会进行了深入交流。

6月11日上午，欧洲教育研究协会原主席、荷兰乌得勒支大学Theo Wubbels教授

来宏观院作题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大学发展趋势”（Trend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US, Europe and China）的学术报告。宏观院首席专家范国睿教授主持本次学术报告，

共有50余人参与此次学术报告。Theo Wubbels教授对高等教育在全球化和地区化之

间的竞争进行了对比，梳理了不同语境下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体系，并指出中国高

校在全球高等教育院校综合排名中开始显著上升，并认为将来还会持续提升，高校

科研成果的开放性和资源共享，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他也呼吁应该进

一步优化同行评议、学术道德评价，以更好地建设高水平大学。

（十）荷兰乌得勒支大学Theo Wubbels教授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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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宏观院举行第20期博士生

学术沙龙，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

市教育学会会长、国家督学尹后庆为博

士生们作了题为“教育的理想与追求”

的学术讲座。宏观院教育政策与管理研

究中心副主任刘皛博士主持沙龙。尹后

庆会长结合过去几十年的个人经历和工

作经验，分享了对我国教育发展特别是

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发展的思考，并对

在座的同学们提出希冀与要求，希望同

学们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可以在宏观

上把握本领域的历史走向，在宽广的历

史跨度中判断本领域的发展趋势。同时，

又能够透彻地洞察微观运行，敏锐地发

现微观问题，最终真正撬动起上下结合

的教育改革杠杆。

（十一）宏观院举行“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主题讲座

6月14日，宏观院与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联合邀请《宏观经济研究》社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中显做“当前宏观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讲座。

刘中显社长分析了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经济形势，重点讲解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

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将呈现的新变化及新趋势，以及中国政府将会采取的应对

策略。

6月19日，宏观院教工党支部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

南平教授讲党课，主题为“中美贸易战背后的中美技术竞争”。宏观院全体党员同

志和其他教工参加了此次党课。余南平教授从世界史的脉络中描绘了此次中美贸易

争端的时代背景，指出当前全世界处于第三次迅猛的全球化浪潮之中。通过此次党

课，宏观院全体同志加深了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和历史定位的认识，进一步凝聚了

共识、明确了方向。

（十二）余南平教授为宏观院教工党支部讲解中美关系

（十三）宏观院举行第20期博士生学术沙龙



近期成果

媒体文章

学术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范笑仙、郅庭瑾、
卢威

《扩招背景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职教发展研究》 2019年01期

谢童伟
《高层次人才聚集对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区

域差距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科技与经济》 2019年02期

尚伟伟、郅庭瑾
《人口变动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中国教

育发展论坛2019综述》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9年03期

李翠翠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资优教育国际比

较及启示》
《外国中小学教育》 2019年04期

袁晶、张珏
《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需求、

障碍与机制突破》
《教育发展研究》 2019年05期

钱冬明
《中小学生信息素养现状的调查研究——以

成都市为例》
《现代教育技术》 2019年06期

作者 文章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范笑仙、童世骏 《从十个方面看建设教育强国》 《文汇报》 2019年3月30日

卢威 《规范，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 《中国教育报》 2019年4月16日

郅庭瑾、李廷洲 《找准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教育的发力点》 《人民教育》 2019年06期

宏观院 《放开落户后，城市教育会如何》 《中国教育报》 2019年5月14日

谢童伟 《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教育红利值得期待》 《光明日报》 2019年5月14日

郅庭瑾、陈佳欣 《经合组织国家怎样发展学前教育》 《光明日报》 2019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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