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活动

➢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一行调研宏观院

➢ 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黄红一行调研宏观院

➢ 举办第三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 举办“丽娃教育经济论坛”

➢ 出席长三角开发区职业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大会

➢ 参加第十二届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会议

➢ 参加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标准委员会2020年度会议

➢ 入选2020CTTI来源智库年度精品成果

院情动态

➢ 与发展规划部联合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 宏观院教工党支部书记郅庭瑾讲专题党课

➢ 举行2020年终总结会

➢ 举行2020年校庆学术报告会

➢ 举行吴旻瑜、杜晓馨博士后出站报告会

➢ 举行第25、26、27期博士生学术沙龙

研究动态

➢ 郅庭瑾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

➢ 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调研

近期成果

➢ 媒体文章、学术论文



重要活动

（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一行调研宏观院

12月3日上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吕玉刚一行调研宏观院，一同调研的有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德育处处长荣雷、副处长

王红叶等。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宏舟，党委宣传部部长顾红亮，宏观院

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张文明

等参加座谈会。

郅庭瑾介绍了宏观院科研项目、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的基本情

况及建设进展。钱冬明现场演示国家教育科学决策支持系统，并对研发工作

的进展及设想进行汇报。

吕玉刚充分肯定了宏观院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并为宏观院基础教育领域

研究提出了建议。他希望宏观院能够对标国际，加强基础教育研究，为相关

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依据，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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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黄红一行调研宏观院

12月24日上午，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黄红一行来校开展专题调研，走访国

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一同调研的有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市欧美同学会党

组书记李霞，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刘红。张文明副院长简要介绍了宏观院工作

及华东师大民主党的专家学者通过宏观院平台参政建言情况。校党委书记梅兵、

常务副书记王宏舟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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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举办第三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10月18日，“以制度建设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生学术论坛暨国家教育

宏观政策研究院第三届全国博士生论坛在物理楼445会议室举行。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吴愈晓，《教育发展研究》

编辑部主任林岚，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育学系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评

论》英文刊执行副主编陈霜叶，《基础教育》执行主编张国霖，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系副教授董轩，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曹妍、副教授李琳琳，宏观院执行院

长郅庭瑾、副院长张文明、院长助理刘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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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鲁汶大学等22所海内外高校博士生的53篇投稿。

组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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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篇论文到会作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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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办“丽娃教育经济论坛”

10月30日，宏观院、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部中学

校长培训中心联合举办了“以迈向更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全国教育经济领域的知名专家和青

年学者，齐聚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与

丽娃云端，共同就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背景下教育经济学科的历史机遇、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的理

论贡献和实践影响、十四五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科重大学术命题等议题展开讨论，

携手谋划教育经济学科的新篇章。会上共有20位专家做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结束后，与会专家一同前往宏观院考察国家教育决策现代化系统。

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介绍了国家教育决策现代化系统的建设

历程和重要价值，并邀请与会代表共同关注“关于系统的研究”和“基于系统

的研究”之间的有机统一，共同为教育决策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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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长三角开发区职业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大会

（六）参加第十二届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会议

11月22日，联盟成立大会在首届理

事长单位无锡科技职业学院举办。教育

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改革处副

处长柳朴方，无锡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新吴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崔

荣国，江苏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副处长

徐庆，无锡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吴

区副区长李伟敏，全国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秘书长袁洪志，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秘书长郭福春，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系会

议副秘书长张静，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张国华、校长孙兴洋，以及来自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八家职业学校和企业单位的代表参加了联盟成立大

会和研讨会。宏观院副院长钱冬明、院长助理谢童伟等出席了联盟大会成立仪

式和研讨会。

长三角开发区职业教育发展联盟的成立是“把职业教育办在园区”，“把专

业建立在产业链、需求链上”的生动实践，是长三角一体化中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发展的积极探索。

11月26日下午，第十二届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举行。上海市副市长陈群、安徽省副省长王翠凤、江苏省副省长马欣、浙江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蔡晓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楼旭庆出席会议并发表主

旨演讲。长三角一市三省教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了《新一轮长三角

地区教育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有关处室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宏观院（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钱冬明带队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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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加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标准委员会2020年度会议

（八）入选2020CTTI来源智库年度精品成果

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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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TSC）2020年下半年全体会议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研讨会召开。宏观

院副院长钱冬明作为委员及工作组召集人，带领工作组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并在会上对宏观院牵头的教育决策技术标准工作组、教育管理数据标准工作

组等的工作进展进行汇报。

本次会议表彰了CELTSC成立20周年以来有杰出贡献的专家及企业，对

2020年下半年的工作进行回顾，并就2021年标准计划项目，在研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新标准提案研究报告，企业合作等内容展开探讨。

12月19日，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了“2020新型智库治理暨思

想理论传播论坛”。论坛揭晓了2020CTTI来源智库年度成果评选结果，宏观

院《国家及区域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研究》获得“年度精品成果奖”。



院情动态

（一）与发展规划部联合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11月3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发展规划部与宏观院联合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交流上海市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华

东师范大学“十四五”发展规划研制情况。发展规划部部长杨蓉、副部长兼党

支部书记张绍文、副部长王同彤、部长助理魏非、综合办副主任鲁玲、学科建

设办副主任潘敏敏、评估考核办副主任王文健、事业规划办副主任卞月妍等参

会，宏观院党支部全体党员参会。会议由宏观院执行院长、党支部书记郅庭瑾

主持。

杨蓉与郅庭瑾先后介绍了双方党支部建设情况和主要工作，并带领全体与

会党员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双方交流了上海市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华东师范大学“十四五”发

展规划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主要特点等。并就学校重大规划与国家、区

域规划的对接落地机制，以及决策咨询服务、师范类院校的发展路径、数据

库建设、规划指标、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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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院教工党支部书记郅庭瑾讲专题党课

12月18日上午，宏观院教工党

支部书记郅庭瑾讲专题党课，题

为“面向十四五：教育战略规划

与宏观政策发展”。 郅庭瑾书记

以宏观的角度，从教育规划的概

念内涵、教育规划的发展进程等

方面出发，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基础上，阐述面向“十四五”

新格局教育规划如何制订与实施。

（三）举行2020年终总结会

12月30日下午，宏观院举行2020年终总结会。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

院长钱冬明、张文明及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钱冬明主持。

教育决策系统研发中心、区域与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育政策与管理

研究中心、成果传播中心、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教育与社会调查研究中

心、行政办公室分别汇报2020年度工作总结。

钱冬明、张文明分别交流个人及分管部门年度工作总结。

郅庭瑾对2020年度宏观院的日常工作、项目研究、成果进展等方面做了总

结，对全院人员在特殊年份中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并从项目

和研究、人才培养、专报与成果等方面进行了工作部署，提出要对标国家高端

智库，寻找差距和不足，不断完善各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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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举行吴旻瑜、杜晓馨博士后出站报告会

（四）举行2020年校庆学术报告会

10月13日下午，宏观院举行

吴旻瑜、杜晓馨博士后出站报告

会。本次报告会由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荀渊、刘莉莉，上

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伟

涛，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

院长张文明担任评审专家组委员，

宏观院全体博士后参加。吴旻瑜、

10月21日下午，宏观院在物理

楼445室举行了2020年校庆学术报

告会。宏观院专任副研究员吴晶，

博士后杨文杰、贾利帅、关珊珊、

邓晓翔围绕教育评价与公平、中英

教育比较、教师政策发展、创新人

杜晓馨报告题目分别为《教师职业压力及“教师减负”的策略研究——以上

海学前教育教师群体为例》《国际比较视角下的双一流高校建设研究》。评

审专家与两位博士后就其研究的选题、结论及影响展开了深入交流，在充分

肯定研究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改进建议，并一致通过吴旻瑜、杜晓

馨的出站申请。

才培养等主题展开报告。报告会由博士后朱晓雯主持，由执行院长郅庭瑾教授

对此次学术报告会进行点评与总结。



院情动态

（六）举行第25、26、27期博士生学术沙龙

10月12日晚，宏观院与全国教育基

本理论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博士生学

术沙龙——“教育基本理论”有什么用，

暨宏观院第25期博士生学术沙龙。

沙龙由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李政涛

教授主讲，与谈人为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荣誉委员、中国浦东干部

学院副院长郑金洲教授，主持人为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华

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主任程亮教授。此次沙龙的特别之处在于，宏观院首

次与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学术活动、深入讨论教育基本理

论，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一次对话。

本次沙龙采用线下现场交流、线上直播观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线上参

与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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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下午，宏观院举办第26期博士生学术沙龙，沙龙采取教育实务者

与研究者对谈的形式，邀请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浩、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管理学系系主任胡耀宗教授、宏观院副院长张文明教授围绕“区县教

育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对谈，并与现场师生展开交流和讨论。刘皛博士

主持沙龙。王区长从宏观政策如何地域化实施、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地方

政府的教育关注以及对教育政策研究的建议四个方面，阐述了对于区县教育

发展的观点，分享了教育管理工作经验。

12月17日下午，宏观院举办了以“智慧

教育引领未来学校教育创变”为主题的第27

期博士生学术沙龙。沙龙由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祝智庭教授

主讲，宏观院副院长钱冬明主持。祝智庭老

师分享了他在智慧教育研究领域的经典成果

与远见洞察，他首先介绍了智慧教育概念的

源起、定义与研究框架，接着阐述了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案例，最后

探讨了智慧教育引领未来学校教育创变的路径，从环境建设、教学模式、学

习评价、学校形态四方面展开讨论。



研究动态

（一）郅庭瑾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立项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度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

究专项立项名单，我院执行

院长郅庭瑾教授申报的《新

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研究》获批立项。

据悉，此次全国共有151个项目、上海市7个项目获得立项。

（二）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调研

10月19日下午，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教育学部教育

管理学系系主任胡耀宗，宏观院院长助理谢童伟、李廷洲，副研究员卢威，

助理研究员李欢冬，博士后夏彧，科研助理曾赛阳等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

育政策研究院调研。双方围绕智库建设的体制机制、人事制度、课题研究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并提出未来双方将通过项目牵引、论坛合作、人员互

派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20日上午，宏观院一行拜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



媒体文章

学术论文

近期成果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郅庭瑾 《各阶段教育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0日

陈子季 《职业教育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中国教育报》 2020年10月13日

卢威、郅庭瑾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关键靠什么》 《教育文摘周报》 2020年10月14日

郅庭瑾、谢童伟
《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教育发展空间格

局如何优化》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3日

朱益明 《深化教育改革创新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年11月17日

范国睿 《以教育评价释放学校发展活力》 《中国教育报》 2020年12月10日

李廷洲、朱晓雯 《面向“十四五”，区域教育何为》 《中国教育报》 2020年12月22日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郅庭瑾、丁亚东 《中小学生家庭参与影子教育博弈的行为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年第4期

卢威、李廷洲
《走出体制吸纳的误区：增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

教师职业吸引力的路径转换》
《中国高教研究》 2020年第10期

吴晶、郅庭瑾、李
廷洲

《义务教育学区化办学政策评估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报》
2020年第6期

贾利帅 《<被压迫者教育学>50年：传播、影响与批判》 《教育研究》 2020年第11期

卢威 《为什么今天需要格外重视劳动教育》 《新华文摘》 2020年第21期

李安琪、吴瑞君 《父母参与方式和程度如何影响子女的学业表现》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19》
2020年

刘志、吴春琼 《中小学教研员专业素养：发展水平与提升路径》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19》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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