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活动

➢ 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暨“东西联动、三地协同”

服务长江经济带合作共建研讨会召开

➢ 宏观院科研人员参与起草并应邀解读《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 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举行

➢ 2020年宏观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获佳绩

院情动态

➢ 宏观院团队牵头负责的多项干部网络培训国家标准正式公布

➢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兴洋带队调研宏观院

➢ 2020级专项计划博士生迎新交流会举行

➢ 第24期博士生学术沙龙举行

研究动态

➢ “特岗计划”改革专项调研开展

➢ 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专项调研开展

➢ 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专家咨询会举行

➢ 考生心理状态专家咨询会举行

近期成果

➢ 媒体文章、学术论文



重要活动

8月7日，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

新发展暨“东西联动、三地协同”服务长

江经济带合作共建研讨会在江苏苏州召开。

此次会议由宏观院主办，无锡科技职业学

院承办，江苏省相城中等专业学校、江苏

中教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办。来自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重庆市、

（一）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暨“东西联动、三地协同”服务
长江经济带合作共建研讨会召开

广东省、河北省职业院校领导、教科院、评估院职业教育专家以及国内人工智能、区

块链、大数据、5G、国产芯片等行业协会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教新融合、

园校新联动、人才新发展”进行深入研讨，一起探索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

展之路，共同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苏州电视台、《姑苏

晚报》、《苏州日报》对大会现况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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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院科研人员参与起草并应邀解读《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

8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

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聚焦短板弱项，有针对性地提

出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系

列举措。宏观院院长助理李廷洲于

2019年3-4月专项借调教育部，直接

参与起草该政策文件，并根据教育部

党组会议意见、人社部等部委意见持

续参与修改文件稿。

9月4日，教育部举行2020教育金秋系列第二场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进展

成效，会议材料中包括对该政策的解读材料，其中收录了宏观院副院长张文明撰写

的《重塑乡村教师地位，以教育引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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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举行

9月4日上午，宏观院举行长三角教

育高质量发展系列专家研讨会，本次会

议主题为“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助力

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会议邀

请了20余名一市三省负责职业教育工作

的政府领导、职业院校领导、职教领域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来自政府部门的

有上海市教委规划处领导，江苏省教育

厅领导，浙江省教育厅领导，安徽省教

育厅领导；职教领域专家学者分别来自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所，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江苏省教科院职教所，浙江

省教科院，《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职业院校有江苏无

锡科技职业学院，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等；

企业代表有江苏中教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

冬明及相关科研人员出席研讨会。研讨

会由宏观院首席专家石伟平主持。与会

政府、高校的相关领导、专家学者，紧

密围绕长三角职业教育（学校）高质量

发展评价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构建长三角职教与经济社会联动机制，

优化职业院校和专业布局服务、服务长

三角产业集聚，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能级、服务长三角产业升级等等核心议

题展开深入研讨。

苏州日报｜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在苏召开 沪渝苏三地协同签约“服

务”长江经济

姑苏晚报｜三地协同签约服务长江经济带 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创新发展论坛召开

苏州广电总台｜产教融合东西联动 服务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

相关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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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0年宏观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获佳绩

在2020年度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项目

立项名单中，宏观院共3

项课题获立项资助，其

中国家一般项目1项，国

家青年项目1项，教育部

青年项目1项。今年宏观

院在学校、学部和院领

导的指导下，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

推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立项数取得了建院以来的最佳成绩。据悉，截止于

2020年9月份，宏观院教育政策研究类纵向课题立项数共5项，除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

项目立项取得优异成绩外，还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和中国博士后年度基金

项目等竞争性课题的立项。

项目类别 姓 名 课题名称 课题类别

高  鸾
县域教师教育者发展的制度困境

与政策路径研究
国家一般

李廷洲
公办中小学编外聘用教师的政策

创新与风险防范研究
国家青年

贾利帅
全纳教育背景下我国残疾儿童随

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研究
教育部青年

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项目
卢  威

长三角高等教育高质量一体化推

进策略研究
教育部青年

中国博士后年度

基金项目
朱晓雯

基于多源数据循证的在线老年教

育效能测度及其政策响应研究
二等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教

育学项目



院情动态

7月21日，2020年

第17号中国国家标准

公告，由宏观院团队

牵头负责《干部网络

培训 业务管理通用要

求》《干部网络培训

平台数据要求》和

《干部网络培训 专题

班规范》3项国家标准

正式公布。标准研制

团队主要由宏观院副

院长钱冬明，研究人

员李欢冬、何蓉蓉等

组成。

（一）宏观院团队牵头负责的多项干部网络培训国家标准正式公布

（二）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兴洋带队调研宏观院

9月8日下午，无锡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兴洋带队调研宏观院。宏观院副院长钱

冬明、院长助理谢童伟、博士后贾利帅等参加座谈会。双方围绕长三角地区职业教

育的产教融合、园区办学的经验及不足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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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级专项计划博士生迎新交流会举行

9月17日下午，宏观院举行“2020级教育决策与政策分析专项计划博士生”迎新

交流会。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张文明、院长助理刘皛、教务秘书叶黎倩、

部分2019级博士生和全体2020级博士生参会。郅庭瑾代表宏观院对2020级新生的到

来表示热烈欢迎，向大家介绍宏观院的基本情况以及专项计划多学科、多部门、多

领域人才培养模式。张文明详细介绍了专项计划博士生培养内容。2019级博士生代

表罗枭分享自己读博的经验。

10位2020级博士生依次做自我介绍，并对未来的学习进行规划和展望，他们分

别来自哲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金融学等专业，导师由鲁昕、童世骏、陈

锋、吴瑞君、丁金宏、范国睿、殷德生、桑标、张珏、郅庭瑾、胡耀宗等教授和专

家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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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4期博士生学术沙龙举行

9月23日下午，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

举行第24期博士生学术沙龙，邀请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朱国华教授作了

题为“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图绘布迪

厄教育社会学”的学术演讲。宏观院副院长

张文明教授主持沙龙。朱国华老师阐释了布

迪厄的教育再生产理论，剖析了教学行动、

教学权威、教育工作和教育系统这一组概念

及其相互关系，解释了教育如何构建符号系

统并制造了文化专断性。从阶级习性和教育

期待的角度，分析了布迪厄对统治阶级子弟、小资产阶级子弟、工人阶级子弟的特征

刻画，以及阶级习性对个体主观期待的影响，进一步阐释了教育系统将社会区隔转化

为学术区隔，继而将社会区隔合法化的过程。



研究动态

（一）“特岗计划”改革专项调研开展

7月2至3日，宏观院课题组通过线上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内蒙古自治区开

展“特岗计划”改革专项调研。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院长助理

李廷洲，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威，成果传播中心副主任高鸾，博士后

吴晶、朱晓雯、赵宇阳、杨文杰，科研助理侯晓丽参加调研。

课题组召开政府部门座谈会与旗县教育局和校长座谈会。与会人员围绕自治区

整体及各盟市特岗计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关键问题及政策思路、各学校特岗教师

队伍建设现状、面临的困难和发展诉求展开讨论。

（二）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专项调研开展

7月2至3日，宏观院课题组通过线上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内蒙古自治区

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情况进行专项调研。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

院长助理李廷洲，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威，成果传播中心副主任高

鸾，博士后吴晶、朱晓雯、赵宇阳、

杨文杰，科研助理侯晓丽参加调研。

课题组召开自治区教育厅及各市教育

局座谈会与高职和中职学校负责人座

谈会。与会人员围绕自治区整体及各

盟市职业教育教职工编制的基本情况、

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政策思路、各校当

前教职工编制标准的制订原则、结构

框架、核心内容、运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及发展诉求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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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专家咨询会举行

7月8日下午，宏观院召开专家咨询会，围绕新冠疫情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问题

进行交流研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边玉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刘

永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朱虹、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继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就业

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雷，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健，郑

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泥川，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院长助理李廷洲、成果传

播中心副主任高鸾、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卢威以及部分博士后参会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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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生心理状态专家咨询会举行

7月9日下午，宏观院召开专家咨询

会，围绕考生心理整体状态、存在的问

题及政策思路进行交流研讨。上海市心

理协会基础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默，

上海市市西中学校长董君武，河南省郑

州市第二中学校长王瑞，河南省鄢陵县

外国语中学校长王现超，四川省成都市

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校长杨斌，广东汕

头华侨中学校长刘毅婉，广西钦州市二

中校长兼市教育局副局长刘世伟，四川

南充市白塔中学校长蔡礼儒，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一中伊金霍洛校区校长陈峥，

宏观院执行院长郅庭瑾、副院长钱冬明、

院长助理李廷洲、成果传播中心副主任

高鸾、教育治理与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

卢威、博士后赵宇阳、博士后杨文杰参

会研讨。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校长季洪

旭等部分中学校长以书面形式发表咨询

建议。



媒体文章

近期成果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李廷洲、郅庭瑾 《“神兽”归笼，安全教育莫放假》 《文汇报》 2020年7月14日

郅庭瑾、尚伟伟 《绘制有特色有抓手的区域蓝图》 《中国教育报》 2020年7月14日

范国睿 《教育评价改革的新路向》 《人民政协报》 2020年7月15日

卢威 《为什么今天需要格外重视劳动教育》 《文汇报》 2020年9月2日

范国睿 《后疫情时代教师面临的新挑战新使命》 《上观新闻》 2020年9月10日

学术论文

作者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贾利帅 《PISA之问，谁为残疾学生代言？》 《外国教育研究》 2020年第5期

杨文杰、范国睿
《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成绩的学生发展审

视》
《教育研究》 2020年第6期

李廷洲、尚伟伟 《社会网络建构下的乡村教师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 2020年第7期

卢威、郅庭瑾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关键靠什么》 《人民教育》 2020年第11期

李廷洲、钱冬明
《我国公办、民办中小学教师流动的主要特征、

趋势与政策分析》
《教育发展研究》 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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