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日程
时间：2018 年 11 月 2-4 日 地点：宁波泛太平洋酒店
日期

时间

全天
2日
周五 19:00-21:30

3日
周六
下午

报到

9:20-10:20

博士生论坛（一）
博士生论坛（二）
论坛开幕式
大会主论坛

10:20-10:40

休 息

10:40-12:00

大会主论坛

14:00-17:30

专题论坛一：
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专题论坛二：
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专题论坛三：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8:30-9:20

3日
周六
上午

内容

博士生论坛（三）
14:00-16:30

3日
晚上
4日
周日
上午
4日
下午

博士生论坛（四）

19:00-22:10

博士生导师报告会暨博士生论坛
闭幕式

8:30-10:10

大会主论坛

10:10-10:25

休 息

10:25-12:25

大会主论坛暨论坛闭幕式
离 会

主论坛暨开幕式
时间：11 月 3 日上午 8:30-12:00
主持人

开

幕

地点：大宴会厅

式

时 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王树国

1.宁波市副市长许亚南同志致辞
2.浙江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郭华巍同志致辞

8:30-9:20

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
同志讲话
大 会 主 论 坛
发言内容
吴 岩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中国特色一流本科建设
Krasae Chanawongse

时间
9:20-9:40

泰国格乐大学校长，

泰国教育部原部长、外交部原部长

9:40-10:00

“一带一路”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陈 骏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原校长
综合性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 张大良

姜斯宪

息

10:20-10:4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科学选才 育人为本 一流大学招生选拔与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Chris Rudd

10:00-10:20

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执行校长
客观分析“双一流”高校及学科建设

10:40-11:00

11:00-11:20

刘炯天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
文化引领、人才支持、科技支撑
——高校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时代要求与行动框架

11:20-11:40

王希勤 清华大学副校长
中国特色一流大学人才战略

11:40-12:00

午

餐

主论坛暨闭幕式
时间：11 月 4 日上午 8:30-12:25
主持人

地点：大宴会厅

发言内容

管培俊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民委原副部

长级专职委员、国家督学

刘川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深化改革 多措并举，
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亲和力与针对性
Steve Leggetter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副校长
技术在世界一流大学教学中的核心地位

邬大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我国本科教育的“第一代”：1.0 版解读
Denis Simon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昆山杜克大学常务副校长
构建全球化大学的战略与抉择

李 明

时 间

8:30-8:50

8:50-9:10

9:10-9:30

9:30-9:50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院长，
旅美华人院校长协会会长

9:50-10:10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位华裔美国院长视角下的十个提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监事长、吉林省教育
厅原党组书记、高校工委书记 孙维杰

休

息

许唯临

四川大学副校长

秉承海纳百川精神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致力于一流人才培养的川大精神
Brooke Hartigan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澳大利亚的经验分享
眭依凡

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一流大学建设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关系讨论
Nguyen Thi Thai Thong

越南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越南高等教育——越南中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
俞立中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积极探索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本科教育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副会长、
秘书长 康凯

闭
袁振国

10:10-10:25

幕

10:25-10:45

10:45-11:05

11:05-11:25

11:25-11:45

11:45-12:05

式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
大会总结报告

12:05-12:25

专题论坛（一）
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时间：11 月 3 日下午 14:00-17:30
主持人

地点：宴会厅 1 号厅

发言内容
胡赤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
基于战略导向的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研究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别敦荣

Michael L. Reed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副院长

以西方学者视角谈如何在中国高校上好一门专业课
阎光才

时 间

14:00-14:20

14:20-14:4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14:40-15:00

特定制度安排下的职业压力、行动选择与学术创新
哈萨克斯坦大学联盟副主席，
Kozhakov Assan
哈萨克斯坦拓展教育领域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研究

15:00-15:20

徐小洲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面向 2050：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

15:20-15:40

休

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传
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徐小洲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Hamish Coates
释放新价值：评价大学社会贡献的指标

15:50-16:10

别敦荣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

16:10-16:30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总干事
Safdar Ali Shah
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策略

16:30-16:50

刘文君

日本东洋大学院校研究（IR）室教授，

日本东京大学政策远景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6:50-17:10

日本高端创新人才培养战略——21 世纪研究生院政策浅析
Liza Amilakhvari

格鲁吉亚私立大学协会国际关系部主任

文化合作中的格鲁吉亚高等教育系统

17:10-17:30

专题论坛（二）
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时间：11 月 3 日下午 14:00-17:30
主持人

地点：宴会厅 2 号厅

发言内容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高教研究》主编 王小梅

张应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
从问责走向合作——实现高等教育质量治理思想的转变
Heidi Hyytinen

时 间

14:00-14:20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副教授

绩效评估及其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中的作用
姚 强

清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

中国特色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标准及评价体系研究
Augustin F.C. Holl

14:20-14:40

14:40-15:0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巴黎第十大学原副校长
行动教学法：一个语用框架

杨 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聚焦内涵，追求卓越——上海交通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思考
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 张应强

Jesper Schlæger

15:20-15:40

息

北欧亚洲研究中心关联研究员

国外专家与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能力
李立国

15:00-15:20

15:50-16:10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双一流”推进机制创新研究
王长明 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事务副校长顾问，CAIC 代表理事、
执行院长，泰国格乐大学管理委员会主席
打造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建设世界级一流大学
Akhmed-Zaki Darkhan

16:10-16:30

16:30-16:50

哈萨克斯坦国际工商大学校长

作为中哈两国合作根本基础的师生交流
牛新春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高考分数和高中排名在招生中的甄别价值
——基于招生倾斜政策的视角

16:50-17:10

17:10-17:30

专题论坛（三）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时间：11 月 3 日下午 14:00-17:30
主持人

地点：宴会厅 3 号厅

发言内容
Benjamin D. Koen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郝清杰

高等教育和教师评价与提升新模式
——培养人才并培育中国的内生创新能力
宣 勇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
内圣外王：从内涵发展到大学能力建设

Reiko Yamada

时 间

14:00-14:20

14:20-14:40

日本大学教育学会会长，同志社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高等教育与学生研究中心主任，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

14:40-15:00

基于比较视角的 STEM 高等教育政策与 STEM 项目新的跨学科趋势
卢晓中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若干思考
Robertus Johannes Coelen

荷兰斯坦顿大学教授

走向国际化——全球教育质量持续提升之道
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华南
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卢晓中

试从西南联大的历史经验看当前大学的内涵发展建设
Abdul Nasir Afghan
巴基斯坦卡拉奇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路径选择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创新创业：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
黄扬婷

15:20-15:40

息

阎凤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

王建华

15:00-15:20

15:50-16:10

16:10-16:30

16:30-16:50

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教授

谈台湾大学生的入学选拔制度
Gallelle Sumanasiri Thero

斯里兰卡佛教学与巴利语大学校长

论高等教育系统中整合美德与社会价值的重要性

16:50-17:10

17:10-17:30

博士生论坛（一）
11 月 2 日晚上 19:00-21:30
时间

发言人

地点：宁波泛太平洋酒店

代表高校

天一厅

发 言 题 目
创新型人才视角下研究型大学本科课程结构探究——基于 5 所“双一

19:00-19:15

黄

19:15-19:30

黄文武

南京师范大学

19:30-19:45

王利利

北京大学

我为什么怕导师？一项师生教育关系的质性研究

19:45-20:00

许丹东

南京大学

学习模式的转向：一道隐含的“高考附加题”

芳

厦门大学

流”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证分析
大学治理进程中学生主体地位建构——交往行动理论视角

20:00-20:20

点

评

20:20-20:30

休

息

基于创新方法的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研究——以浙江大学系列课

20:30-20:45

储昭卫

浙江大学

20:45-21:00

芦雅洁

北京理工大学

21:00-21:15

汪卫平

复旦大学

程为例
工科院校的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
本科教学质量提升：海外学习经历学生的视角

21:15-21:30

点

点评导师：胡建华、阎光才、阚
主持人：王璐瑶

评

阅

记录人：郭书剑、王利利

博士生论坛（二）
11 月 2 日晚上 19:00-21:30
时间

发言人

地点：宁波泛太平洋酒店

代表高校

19:00-19:15

庞

颖

厦门大学

19:15-19:30

王小青

北京大学

19:30-19:45

梁

彤

华中科技大学

19:45-20:00

潘

健

清华大学

发 言 题 目
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的公平问题研究——基于 2015-2018 年高校综合
评价录取结果的实证分析
理想与现实的博弈——浙江新高考改革选志愿制度实施调查分析
高校学科评估执行偏差研究—基于组织分析视角
全球视角下工程学学术论文生产的特征与趋势 ——基于十二所世
界一流大学的文献计量分析

20:00-20:20

点

评

20:20-20:30

休

息

20:30-20:45

叶晓梅

北京师范大学

20:45-21:00

苌光锤

浙江师范大学

21:00-21:15

刘苗苗

大连理工大学

21:15-21:30

本科出身决定高校教师科研产出吗？ ——基于“双一流”建设中
人才引进问题的实证分析
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的教学绩效评估——以陕、甘 14 所本科院校为
例
不同学科科研合作差异的比较分析——以 2017 年教育部创新团队
114 位带头人为例
点

评

点评导师：别敦荣、邱均平、王建华
主持人：褚照锋

日湖厅

记录人：朱雪莉、陈

阳

博士生论坛（三）
11 月 3 日下午 14:00-16:30
时间

发言人

代表高校

14:00-14:15

汤

14:15-14:30

褚照锋

华中科技大学

14:30-14:45

王璐瑶

清华大学

14:45-15:00

徐明波

华东师范大学

建

地点：宁波泛太平洋酒店

厦门大学

发 言 题 目
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批判与省思
院系结构调整及其治理模式的变迁研究——基于一个文学院 30 年发
展历程的考察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科研生产机制探究：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
中观层视角
“双一流”建设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现状分析

15:00-15:20
15:20-15:30

点

评

休

15:30-15:45

王晶心

北京大学

15:45-16:00

朱雪莉

浙江大学

16:00-16:15

李秋芸

华中科技大学

天一厅

息

高校教师 MOOC 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P 大学的跨个案研究
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涵式发展的内部实现机制研究 ——以爱丁堡大学
为例
我国重点大学政策议程设置的变迁研究

16:15-16:30

点

评

点评导师：雷 庆、郑若玲、陈廷柱、董云川
主持人：王小青

记录人：黄文武、许丹东

博士生论坛（四）
11 月 3 日下午 14:00-16:30

地点：宁波泛太平洋酒店

日湖厅

时间

发言人

代表高校

发 言 题 目

14:00-14:15

张庆君

华东师范大学

14:15-14:30

李佳哲

北京师范大学

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建设：概念界定、判定指标及实现路径

14:30-14:45

闫丽雯

北京师范大学

“双一流”建设下高校人才竞争的失衡及复位

14:45-15:00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C9 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名次波动趋势比较——基于《泰晤士报》
世界大学排名

一流学科建设对我国本科教育的影响 ——基于 30 所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建设方案的研究

15:00-15:20

点

15:20-15:30

休

15:30-15:45

陈

阳

15:45-16:00

郑

浩

16:00-16:15

杨

蕾

浙江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华南师范大学

16:15-16:30

评

息

“世界一流大学”与“世一大”——一种语言现象的亚文化解读
世界一流大学的类型、特征与趋势 —— 基于三大全球大学排行榜
（2013—2016 年）
后发展视野下世界一流大学的赶超路径研究
点

评

点评导师：武毅英、赵婷婷、李秉祥
主持人：汪卫平

记录人：储昭卫、贺

静

博士生导师报告会暨博士生论坛闭幕式
11 月 3 日晚上 19:00-22:10
时间

发言人

地点：宁波泛太平洋酒店 大宴会厅
单位/学校

发 言 题 目

主持人

宣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19:00-19:15

康

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学术创新计划——高等教

副会长、秘书长

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文库”
入库名单
美国精英高校录取决策

19:15-19:23

万

圆

厦门大学

机制研究：多重逻辑作用
模型的建构
民国时期大学知识分子

19:23-19:31

19:31-19:39

2017 年度

施要威

华中科技大学

的文化性格——以西南联
大教授群体为中心的历

高等教育

史考察

学博士学

美国综合性大学教育学

位论文文
库入库代

孙

岩

浙江大学

科的历史考察——以哥伦
比亚大学等 4 所大学为中
心

表发言

高校教师信息化教学能
19:39-19:47

19:47-19:55

葛文双

张墨涵

19:55-20:35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力结构框架的研究与培

浙江大学

训应用

教育学院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
革的实施路径分析

4 位博士生分论坛报告代表发言

20:35-20:40

休

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40-21:20

袁振国

学术委员会委员，

“双一流”建设研究的思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考方法和研究方法

学部主任、教授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
21:20-22:00

张应强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
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高等教育
研究》副主编

22:00-22:10

总

结

从类市场化治理到准市
场化治理——我国高等教
育治理变革的方向

顾建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