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活动】
·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调研指导宏观院建设发展
·宏观院举办“教育政策：中国经验与世界趋势”国际论坛
·宏观院代表参加“全⾯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暨乡村教师和‘三区三州’教

师队伍建设⼯作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宏观院代表参加2018·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并作报告

【研究动态】
·宏观院院长童世骏主持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研究”获上海市哲社结项优秀
·宏观院课题组参与 “‘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调研”及“‘三区三州’教

师队伍建设专题研究”⼯作
·谢童伟、范笑仙参加上海市教委法规处“教育部⽀持长三⾓地区教育⼀体化、⾼

质量发展的政策”研讨会
·钱冬明参与中组部全国⼲部⽹络培训系列国家标准研发⼯作并主持其中三

个国家标准的研制⼯作
·刘皛与学校建设标准国家研究中⼼研讨普通⾼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谢童伟参加上海市教委综改办“部市共建交流机制推进”项⽬申报研讨会
·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启动“中国教师发展数据库”与“中国教育政策⽂献

数据库”建设

【院情动态】
·宏观院举⾏青少年教育专题研讨会
·南⽅⽇报社⼀⾏调研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宏观院研究团队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实习圆满结束
·宏观院举⾏我国医学教育现状、问题和改⾰研究专题研讨会
·宏观院举⾏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教育⼤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范笑仙受邀参加中国⾼层发展论坛“中国：改⾰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 
·郅庭瑾⼀⾏赴京拜访顾明远先⽣等专家并看望实习博⼠⽣
·宏观院举⾏“2018专项计划博⼠⽣”迎新交流会
·宏观院举⾏第⼗三期博⼠⽣⽉末学术沙龙

【近期成果】



【重要活动】

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调研指导宏观院建设发展

9⽉17⽇，教育部原副部长鲁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统计信息和事

业计划处处长李燕丽，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刘占⼭，市教卫⼯

作党委副巡视员、市教育⼯会常务副主席、市教委⼈事处处长李蔚，市

教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黄海洋等⼀⾏调研宏观院。 童世骏书记简要介绍

了宏观院的建院背景及进展。与会专家凝聚智慧，为宏观院发展提供真

知灼见。鲁昕副部长认真听取宏观院建设进展汇报后感到⼗分欣慰，肯

定了宏观院的⾼端定位和已有成绩，尤其是在跨学科融合和决策咨询上

取得的重要进展。在新的发展阶段，希望宏观院继续保持⾼站位，从国

家战略和国际视野中研究教育问题，为党和国家教育决策提供更好的智

⼒⽀持。



【重要活动】

宏观院举办“教育政策：中国经验与世界趋势”国际论坛

9⽉21⾄22⽇，华东师范⼤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主办的“教育政

策：中国经验与世界趋势”国际论坛暨教育政策交流研讨会举⾏。国内外

400多位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教育管理者、教育相关专业研究⽣参

加论坛。

9⽉21⽇主论坛，来⾃美国、英国、加拿⼤、⽇本、中国内地和⾹

港的13位学者作主旨报告。校党委书记、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

童世骏教授出席论坛。主论坛由我校教育学部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福义教

授、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顾⼩清教授、国际与⽐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彭

正梅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陈霜叶教授共同主持。

9⽉22⽇，来⾃新加坡、中国内地和⾹港16所⾼校与研究机构的22位

学者和研究⼈员，分别在⾼等教育分论坛、教师教育分论坛、教育政策

与改⾰分论坛作学术报告。我校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郅庭瑾

教授、⾼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为分论坛致辞，国家教育宏观政

策研究院范笑仙、谢童伟、李廷洲、刘皛担任分论坛主持⼈。



【重要活动】

宏观院代表参加“全⾯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暨乡村教师和‘三

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作会议”并作专题报告

8⽉27-28⽇，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副研究员李廷洲赴四川凉⼭州，

参加“全⾯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暨乡村教师和‘三区三州’教师队

伍建设⼯作会议”，并作了题为《“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专题研究》的

专题报告。

此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的意见》颁布后，全国教师战线召开的第⼀次⼤会，是全⾯建成⼩

康社会进⼊决胜时期、部署推进“乡村”和“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攻坚的

重要会议，是全国教育⼤会和第34个教师节前⼣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

由教育部教师⼯作司主办，教师司领导、全国31个省级⾏政区教育⾏政

部门领导、相关⾼校领导和专家、“三区三州”教育⾏政部门代表及教师

代表约160⼈参加了会议。会上，郅庭瑾副院长的专题报告获得了教育部

教师司的认可，并引起各地教育⾏政部门、专家学者和教师的共鸣，对

进⼀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积极作⽤。



【重要活动】

宏观院代表参加2018·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并作报告

2018年9⽉6-7⽇，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副研究员李廷洲受邀参加

“庆祝第三⼗四个教师节暨2018·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并作专题报告。

本次论坛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办，江西师范⼤学等承办。民

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副主席朱永新、庞丽娟，副主

席兼秘书长⾼友东，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爱明，民进江西

省委会主委汤建⼈，教育部教师⼯作司巡视员刘建同，江西师范⼤学党

委书记⽥延光、校长梅国平，以及来⾃全国的专家、学者、媒体、教师、

学⽣代表约400⼈参会。

会上，郅庭瑾副院长作了题为《深度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

特点、经验与前瞻》的专题报告。分论坛上，李廷洲副研究员作了题为

《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政策执⾏中的失真问题研究》的报告。



【研究动态】

宏观院院长童世骏主持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研究”

获上海市哲社结项优秀

童世骏教授领衔的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

⼗九⼤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研究”（2018XAA020）获结项成果

优秀。课题获批⽴项后多次召集中国⾼等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上

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上海市社联、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上海师范

⼤学以及华东师范⼤学的众多专家参与研究和研讨。课题研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课题负责⼈和课题组成员在权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章。童

世骏：“办⼈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多⽅协同⽤⼒”发表于2018年4⽉9⽇《光

明⽇报》思想版，2018年《新华⽂摘》第12期封⾯⽂章全⽂转载。朱益

明：“推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光明⽇报》2018年3⽉12⽇15版。负责

⼈和课题组成员还在中⽂核⼼期刊《清华⼤学教育研究》2018年3期上

发表了4篇⽂章，分别是：童世骏：《提升中国特⾊教育⾃信 建设社会

主义教育强国》；郅庭瑾：《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李廷洲：

《新时代呼唤⾼等教育评价的中国标准》；范笑仙《坚定不移秉持教育

优先、科教强国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战略地位思想的核

⼼要义》。



【研究动态】

宏观院课题组参与 “‘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调研”及

“‘三区三州’教师队伍建设专题研究”⼯作

宏观院组成课题组参与教育部副部长孙尧牵头的“‘三区三州’教育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调研”课题的研究⼯作。参与了云南2州5县、四川3

州6县的调研，并撰写《四川省深度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脱贫专项调研

报告》《“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脱贫专项调研报告（云南）》《“三区

三州”教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调研报告》，三份报告均获得教育部副

部长孙尧批⽰。宏观院还受教育部教师⼯作司委托，开展“‘三区三州’”教

师队伍建设专题研究”课题研究⼯作，顺利完成研究⼯作并在教育部教师

⼯作司召集的“全⾯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暨乡村教师和‘三区三州’

教师队伍建设⼯作会议”上向教师司领导、全国31个省级⾏政区教育⾏政

部门领导、相关⾼校领导和专家、“三区三州”教育⾏政部门代表、教师

代表等做了专题报告。

谢童伟、范笑仙参加上海市教委法规处“教育部⽀持长三⾓地区

教育⼀体化、⾼质量发展的政策”研讨会

为响应国家关于新时代区域发展的战略要求，教育部抓紧推进相关

功能区的特殊政策⽀持等相关事宜，并要求长三⾓地区围绕“⽀撑⽀持长

三⾓地区教育⼀体化⾼质量发展”这⼀核⼼内容，形成拟合作推进事项以

及需要教育部重点⽀持事项的政策清单，以切实推进长三⾓地区教育更

⾼质量⼀体化发展。2018年7⽉12⽇，谢童伟、范笑仙受上海市教委法规

处邀请参加研讨会，并参与研制“长三⾓地区教育更⾼质量⼀体化发展政

策清单”。



【研究动态】

钱冬明参与中组部全国⼲部⽹络培训系列国家标准研发⼯作并

主持其中三个国家标准的研制⼯作

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统筹全国⼲部⽹络培训，2018年启动10项全国⼲

部⽹络培训系列国家标准的研发⼯作。钱冬明与李欢冬代表华东师⼤，

参与相应的⼯作，并负责《⼲部⽹络培训业务管理规范》、《⼲部⽹络

培训平台数据规范》、《⼲部⽹络培训专题班规范》3项国标的研发⼯作，

并参与《⼲部⽹络培训学员学习档案规范》等4个国标的研发。2018年7

⽉16⽇-20⽇，9⽉11⽇-22⽇，中组部在北京中国银⾏培训部、神华管理

学院开展⼆次集中⼯作。⾄2018年9⽉底，已修改完善相应的标准草案，

形成了报送国家标准委的征求意见稿。

刘皛与学校建设标准国家研究中⼼研讨普通⾼等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指标

2018年7⽉25⽇-26⽇，刘皛赴南京参加《普通⾼等学校建筑⾯积指

标》《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标准》研讨会，听取主要起草⼈解读指标。9⽉

2⽇，赴学校建设标准国家研究中⼼，围绕⾼校基本办学条件中的建筑相

关指标与《普通⾼等学校建筑⾯积指标》起草⼈进⾏研讨，补充完善

《普通⾼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修订）》（征求意见稿）。



【研究动态】

谢童伟参加上海市教委综改办“部市共建交流机制推进”

项⽬申报研讨会

上海市教委综改办于2018年8⽉发布本级财政项⽬，旨在深⼊推进教

育改⾰，着⼒提⾼教育国际化⽔平，⼒争为全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多做

贡献。2018年8⽉27⽇，谢童伟参加上海市教委综改办举办的“部市共建

交流机制推进”项⽬申报研讨会，该项⽬前后历时近两个⽉时间，经过申

报、修改、答辩，最终⽴项。

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启动“中国教师发展数据库”与

“中国教育政策⽂献数据库”建设

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启动“中国教师发展数据库”的建设，开展

《中国教师发展调查》（Chinese Teacher Development Survey，简称

CTDS）的问卷设计⼯作。已初步确定模块架构、调查维度及相关题项的

具体测量指标。⽬前CTDS调查问卷拟包含学校信息和被访者基本信息模

块、10类教师政策模块、以及2019“教师职业吸引⼒”主题模块等三⼤模块，

其中教师政策模块是CTDS的重点亮点所在。

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还围绕“中国教育政策⽂献数据库”进⾏了数据

库的框架设计、数据收集和整理⼯作。⼀是对数据库的总体架构进⾏了

初步设计；⼆是通过国务院、教育部等公开的⽹络信息平台，采集了500

余份国家级教育政策⽂件，初步构建起教育政策⽂献数据库的雏形。



【院情动态】

宏观院举⾏青少年教育专题研讨会

2018年7⽉30⽇，宏观院举⾏⼩型专家会议，就青少年教育⽬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成因及应对策略进⾏了深⼊研讨。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华东师范⼤学党委常务副书

记、副校长任友群，教育学部教授冯⼤鸣，上海博雅教育研究所所

长、复旦中学原校长周国正，曹杨⼆中校长王洋，西南位育中学党

委书记⾦琪，⽂汇报社理论评论部副主任杨逸淇等共同参与研讨。

根据研讨会内容和宏观院前期研究成果，形成了专报《巩固青少年

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



【院情动态】

南⽅⽇报社⼀⾏调研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2018年8⽉15⽇，南⽅⽇报时政新闻部教育⼯作室副主任吴少

敏⼀⾏来院调研教育智库建设情况，宏观院副院长钱冬明会见吴少

敏⼀⾏。宏观院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副主任刘皛，博⼠后李欢

冬，办公室丁沁南、樊艺琳共同参加了调研座谈会。双⽅经过交流

达成共识：希望有更多深⼊合作的机会，共同深耕教育⾏业资源、

搭建教育垂直平台，将更多教育专家的权威观点、研究前沿与政策

解读通过更加丰富的⽅式呈现给公众。



【院情动态】

宏观院研究团队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实习圆满结束

2018年7⽉-8⽉，宏观院博⼠后尚伟伟、专项计划博⼠⽣李世

奇和严凌燕组成研究团队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以下简称

“中⼼”）实习。实习于8⽉31⽇圆满结束，并以学术沙龙的形式召开

了总结会议。中⼼主任陈⼦季、国际⽐较与对外交流部主任王晓燕、

区域发展研究主任安雪慧、教育治理与廉政研究部主任窦现⾦、党

政⼯作部主任刘俊贵等领导和专家参与了此次活动。宏观院副研究

员李廷洲代表宏观院参会。



【院情动态】

宏观院举⾏我国医学教育现状、问题和改⾰研究专题研讨会

2018年8⽉30⽇，华东师范⼤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以

下简称宏观院）举⾏⼩型专家会，就我国医学教育现状、问题和改

⾰趋势进⾏专题研讨。上海交通⼤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华教授，

上海交通⼤学医学院附属瑞⾦医院党委书记杨伟国教授，同济⼤学

医学院医管处徐磊教授，上海交通⼤学医学院科技处陈建俞博⼠，

华东师范⼤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任友群教授，教务处处长雷

启⽴教授、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教授，教育学部朱军⽂教授等共同

参与研讨，郅庭瑾教授主持会议。



【院情动态】

宏观院举⾏学习贯彻落实全国教育⼤会精神专题研讨会

为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会精神，2018年9⽉14⽇下午，华

东师范⼤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邀请全国数⼗位知名专家学者

举⾏了专题研讨会。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燕爽，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上海市教卫⼯作党委副巡视员、市教

育⼯会常务副主席、市教委⼈事处处长李蔚，《光明⽇报》社教育

部主任⽥延辉，《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上海市教委综改

办主任陈郭华，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珏，普教所副所长

李伟涛，智⼒所副所长王秀军，上海市晋元中学校长季洪旭，以及

华东师范⼤学党委书记、宏观院院长童世骏，校党委常务副书记、

副校长任友群，⼈⽂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吴瑞君，教育学部教授

胡耀宗、张万朋，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宏观院各研究中⼼主任范

笑仙、刘皛、谢童伟、李廷洲及部分博⼠后、博⼠⽣等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由郅庭瑾主持。

与会嘉宾结合全国教育⼤会的精神，发表了⾃⼰的理解和看法。

⼀致认为，全教会⾸次把教育定位为党之⼤计、国之⼤计，是站在

新的⾼度和起点对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教育进⾏新的谋划，表明了党

中央对教育事业的⾼度重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教育指明了

⽅向，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提供了基本遵循。



【院情动态】

范笑仙受邀参加中国⾼层发展论坛“中国：改⾰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

范笑仙受邀参加2018年9⽉16-17⽇在钓鱼台国宾馆由中国发展

研究基⾦会主办的主题为“中国：改⾰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的中国⾼

层发展论坛。2018年中国发展⾼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指导、

中国发展研究基⾦会主办。研讨会共举⾏了“新时代的改⾰开放：

取向与策略”、“贸易摩擦下的全球经济”、“全球贸易体系的挑战与

未来”三个主题研讨单元，以及“⼈⼯智能⾰命”、“中美贸易摩擦的

前景”、“普惠的医药服务体系”等15场分组会，来⾃全球政界、企业

界、学界的代表近800⼈参会。



【院情动态】

郅庭瑾⼀⾏赴京拜访顾明远先⽣等专家并看望实习博⼠⽣

2018年9⽉18⽇-20⽇，宏观院副院长郅庭瑾、副研究员李廷洲、

博⼠后尚伟伟赴北京拜访顾明远先⽣等专家学者，就宏观院建设发

展、合作交流等事宜进⾏探讨，并看望了在北京实习的专项计划博

⼠⽣。

期间，宏观院⼀⾏还拜访了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主任陈

⼦季，副主任汪明等专家，以及清华⼤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长江学

者⽯中英，北京师范⼤学经济与管理⼯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赖德

胜，清华⼤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清华⼤学教育研究》主编叶赋桂，

《⼈民⽇报》社理论部党建历史室主编叶帆等专家学者，就宏观院

的建设、未来发展与长期战略合作进⾏了深⼊交流。



【院情动态】

宏观院举⾏“2018专项计划博⼠⽣”迎新交流会

新学期，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迎来了新⼀届的“专项计划

博⼠⽣”。为使博⼠⽣们尽快熟悉宏观院，9⽉26⽇，宏观院举⾏了

迎新交流会。副院长郅庭瑾、钱冬明，范笑仙⽼师、刘皛⽼师、叶

黎倩⽼师，宏观院博⼠⽣研究会主席团成员，2018级全体新⽣以及

2015级、2016级、2017级的博⼠⽣代表近20余⼈参加了交流会。交

流会上，郅庭瑾代表宏观院对2018级博⼠新⽣的到来表⽰热烈欢迎，

钱冬明简要介绍了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服务系统平台，范笑仙向博⼠

⽣介绍了宏观院的科研项⽬及专报等⼯作。随后，由博⼠⽣们做⾃

我介绍及互动交流，并由博研会进⾏了招新动员。



【院情动态】

宏观院举⾏第⼗三期博⼠⽣⽉末学术沙龙

2018年9⽉26⽇下午，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举⾏第13期博

⼠⽣⽉末学术沙龙。本次沙龙主题为“制度、分类与秩序——以

《制度如何思考》为中⼼”，邀请华东师范⼤学社会发展学院⼈类

学研究所所长黄剑波教授主讲，围绕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著作《制度如何思考》（How Institutions Think）分享

他的阅读⼼得和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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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级博⼠新⽣和部分⾼年级博⼠⽣参与沙龙。



【近期成果】

学术论⽂：

·《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4期刊发吴旻瑜⽂章《教育信息化2.0的

时代逻辑》

·《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4期刊发我院冯仰存、任友群⽂章《教

育信息化2.0时代的教育扶智：消除三层鸿沟，阻断贫困传递》；

·《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4期刊发任友群⽂章《我们该怎样研讨

“教育信息化2.0”？》

·《国家教育⾏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8期刊发范笑仙⽂章《哲学视

⾓下新时代中国⾼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9⽉第18期刊发李廷洲⽂章《中⼩学教师

职称改⾰成效如果？——基于多元理论视⾓的政策评估研究》

·《ECNU REVIEW OF EDUCATION》2018年第2期刊发李廷洲⽂章

《Making Teaching an Enviable Profession: New Epoch-making Teacher 

Policy in China and Challenges》

·《中国⾼教研究》2018年第6期刊发李廷洲参与撰写的⽂章《改⾰

开放40年我国⾼等教育资助体系的回顾与展望》



【近期成果】

媒体⽂章：

· 《光明⽇报》2018年7⽉14⽇第6版刊发陈纯槿、郅庭瑾⽂章《国际

⽐较中的课外补习》

· 《⼈民⽇报》2018年7⽉15⽇ 5版刊发任友群⽂章《建设教育强国

要办好⼈民满意的教育》

· 《中国教育报》2018年8⽉4⽇ 第2版刊发李廷洲⽂章《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要进⼀步加强党的领导》

· 《⽂汇报》2018年9⽉2⽇第5版刊发李廷洲⽂章《破解“三点半难题”

需要内外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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