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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9 日，学会组织召开“深化高等教育强国建

设研究”咨询座谈会，来自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办，清

华大学等单位的 25 位专家学者参会， 探讨了新形势

下深化高等教育强国研究等问题。
2 月 27 日， 学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暨《中国高教研究》2016 年编委会会议在华中科技大

学召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及《中国高教研究》编委

会委员等 40 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3 月，学会受教育部委托组织开展《中国高等教

育现代化 2030》（学术版）编撰工作，历时 3 个月完成

主报告 1 份和专题观察报告 13 份，共计 30 余万字。
3 月 21—22 日，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指导，

保卫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高校学生安全

教育教学能力大赛决赛在武汉大学举行。
3 月 29—30 日， 学会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召开

了学会系统 2016 年度秘书长工作会议。 全国各省

（市）区高教学会，行业高教学会，大学高教学会及各

分支机构秘书长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3 月， 2016 年度分支机构专项课题申报工作陆

续启动。 学会联合所属体育专业委员会，评审立项了

体育专项课题 50 项；联合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评审

立项了实验室管理专项课题 15 项； 联合教育信息化

分会评审立项教育信息化专项课题 43 项， 并陆续完

成了开题工作。
4 月 6 日，《高校理论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若干

问题观察报告》《高校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若干问题

观察报告》《高校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若干问题

观察报告》《中国高校信息公开观察报告》列入教育部

2016 年度《中国教育报告·发展与质量》立项计划。
4 月 13 日，学会联合光明日报社在京召开“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教育沙龙。
4 月 15—17 日，学会在北京主办了“抓住教育教

学关键问题，做好‘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实施”专题报

告会，近百所高校近 200 人参会。
4 月 21—23 日，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在西安

交通大学召开了 “2016 年年会暨第五届大学素质教

育高层论坛”，400 余名专家学者以及港台高校代表

参会。
4 月 22 日，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浙江大学召

开“换届大会暨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讨会”，浙江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邹晓东当选为理事长，本科生院常务

副院长陆国栋当选为秘书长，107 所高校被推选为第

五届理事会理事单位。
4 月 27 日，“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系列活动暨第 47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
在合肥举行。 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区高校教学管理

及一线教师共计 1 万余人参会，674 家行业内代表性

企业参展，展位数 1639 个，面积 4.5 万平方米，活动

规模为历届之最。展会分高校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模

式创新成果交流、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实验室建设研

讨、现代教育装备展览展示三个板块，八大专题、九场

报告和五大专展。
5 月 6—7 日，“一流大学本科教学高峰论坛”在

厦门大学举办。 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学会会长瞿振

元等领导出席会议。 来自全国近百所“985 工程”“211
工程”等高校的校长、主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教学管

理人员及研究人员共 270 余人与会。
5 月 12—14 日，学会在北京举办了“全面提升质

量管理水平，全面提高教学综合改革成效”专题报告

会。 会议围绕高校理论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深度融

合、科研创新与教学育人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进行了交流和研讨，150 余人参会。
5 月 18—21 日， 学会秘书处组织实验室建设与

管理方面的专家赴新疆送教。 新疆 13 所本科院校的

教务处长、实验室与设备处处长等 100 多名代表参加

了专题培训。
5 月 27 日，“高等教育信息化校长高峰论坛”在

北京联合大学举办。 瞿振元会长、教育部科技司领导

以及全国 70 余所高校校长和主管信息化工作副校长

等 200 余人参会。
5 月 27—30 日， 学会工程热物理专业委员会在

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了换届大会， 同时举办了第 22
届全国学术会议暨全国工程热物理博士后论坛。大连

理工大学沈胜强当选为理事长，天津大学尧命发当选

为秘书长，来自 60 余所高校 300 余人参会。
6 月—12 月, 学会联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

国青年报社完成了“2016 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推

选活动。四川师范大学丁任重等 36 名校长获得“2016
年学生喜爱的大学校长”称号。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

36 个制作团队获“最佳原创微视频制作团队”。

2016 年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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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举行了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传

媒大学、 新浪微博等联合主办的第 14 届 “半夏的纪

念———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颁奖会。
6 月 17 日， 廉政建设分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

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中央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

检组原副组长、监察局原局长李胜利当选为分会第一

届理事长，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韩景阳当选为

秘书长，80 余人参会，瞿振元会长等出席会议。
6 月 24 日，学会分支机构秘书长 2016 年第二次

工作会议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召开，70 余位秘书长

参加了会议。
6 月 25—30 日， 学会秘书处组织第三次专家团

赴西藏高校进行调研和送教。 此次活动主要是推广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成果， 宣传 2015 年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以及捐赠优秀图书资料。
6 月 26—28 日，“产教融合推进实践教学改革专

题报告会暨浙江宁波现场会” 在浙江万里学院举行，
会议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研

讨，来自全国近百所高校 180 余人参会。
6 月 30 日， 学会通过了民政部 2016 年年检工

作。
7 月 11 日，印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关于将高校

技 术 物 资 中 心 更 名 为 事 业 发 展 部 的 通 知》（高 学 会

〔2016〕70 号），学会秘书处“高校技术物资中心”更名

为“事业发展部”。
7 月 14—16 日，“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系统

主办刊物负责人研讨会”在东莞理工学院召开。 会议

以“交流办刊经验，提升办刊水平”为主题，来自 30 多

家高水平核心期刊负责人共 50 余人参会。
7 月 20 日， 数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三届三次理

事会暨 2016 年学术年会在贵阳召开，200 余人参会。
7 月 25—31 日，“高校科研与教学深度融合专题

报告会” “依托信息技术，做好课程建设及教学设计

专题报告会”“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加强高校大数据管

理与应用专题报告会”在贵阳举办，累计近 400 名高

校领导及骨干教师参加会议。
7 月 29 日， 高教管理分会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召

开 2016 年学术年会， 来自全国高校 200 多位代表参

加了会议。
8—12 月，《致青春路上的你———大学校长 2016

年开学典礼演讲精选》《致成长路上的你———大学校

长 2016 年毕业典礼演讲精选》完成编撰。丛书精选了

129 所大学校长在 2016 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的

讲话，2017 年 1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8 月 1 日，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党委组织

部部长严纯华当选为分会新一届理事长，北京大学实

验室与设备管理部部长张新祥当选为秘书长。
8 月 13 日，教学研究分会在扬州大学举行“第四

届理事大会暨教学改革研讨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总

编辑、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杨祥当

选为分会新一届理事长，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

教学研究室主任吴博当选为秘书长。
8 月 27 日， 思想政治教育分会在北京召开第八

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三届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学

术研讨会，教育部杜玉波副部长、学会瞿振元会长等

参加会议并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当选

为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晓兵当选为秘

书长。
9 月，学会高等教育科学 研 究“十 三 五”规 划 课

题，自 4 月启动申报工作后，组织专家评审出重大攻

关课题 11 项，重点调研课题 25 项，一般课题 164 项，
经公示立项。学会给予“十三五”规划课题的科研经费

支持额度创历史新高，预计达到 260 万元。
9 月，为完成教育部高教司委托任务，学会组织

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有关专家， 对 74 所教育部直属

高校的“十三五”规划进行评价，形成测评报告。
9 月，为落实学会与英国高等教育学会签署的合

作备忘录， 学会组团赴英国高等教育学会进行访问。
双方围绕共同开发教师资格框架及证书、教师教学能

力培训、合作工作方式等专题进行深入讨论。
9 月 27—29 日，美育专业委员会 2016 年学术年

会在杭州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研讨了如何开展高校的

美育工作以及构建高等学校美育工作评价标准，美育

课程体系建设，100 多名专家学者、美育工作者参会。
10 月，学会完成第十二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

士学位论文评选。 经征选、通讯评审、会评工作，最终

评选出 5 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 5 篇提名奖论文。
10 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改革发展专题观察报

告（2015 年）》完 成 组 编，由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报告旨在反映学会分支机构所在管理领域和学科

专业领域改革实践的新进展、新成效、新经验，15 个

分支机构参与了观察报告的撰写。
10 月，《2015 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及部分地方本科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动态测评观察报告》以内部资料的

形式印发，发送相关高校并报部领导参阅。
10 月 10 日，经过公开招投标，学会与国药励展

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就承办 “2017—2020 年全国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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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展示会” 签约。
10 月 19—21 日，学会“高校实践教学改革与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系列活动暨第 48 届全国高教仪器设

备展示会”在成都举行。 共举办 19 个论坛，120 场报

告，中国工程院段宝岩等 4 名院士，及来自全国 30 个

省（市）区高校教学管理人员、实验实训管理人员、一

线教师共计 1 万余人参会。 参展、参会规模均创秋季

展会历史新高。展会期间，举办了“第四届高等学校自

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评选及优秀作品展示活动”，来

自 110 所高校的 235 个作品参展， 评审出一等奖 13
个，二等奖 41 个，三等奖 220 个，团体奖 20 个。

10 月 21—23 日，由职业技术教育分会、江苏省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主办了以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服务学生成长人才”为主题的第四届海峡两岸高等职

业教育校长联席会议学术年会。台湾地区 21 所院校、
大陆 46 所高职院校代表以及 11 家大陆和台湾地区

优秀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10 月 26 日，学会联合中华职教社、教育部在线

教育研究中心、慧科集团、学堂在线共同举办的“2016
中国高等教育创新大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会议

围绕中国高等教育创新之路、“互联网+”时代的产教

融合、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共赢新趋势等主题进行了讨

论，3000 余位代表参会。
10 月 28 日，学会在南宁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 瞿振元会长做了工作报

告，康凯秘书长做了财务报告。 11 月 4—12 日以通讯

方式举行了线上会议。 11 月 17 日，学会印发了《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10 月 28—30 日，“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

术年会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在广西南宁举办，论坛

主题为：“学生·教师·课堂：高等教育现代化”。教育部

林蕙青副部长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来自全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高

等教育学博士生，来自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以

及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 新闻媒体等

1000 余人参加了论坛。 论坛同期召开博士生专题论

坛暨博士生导师报告会。 论坛由广西高等教育学会、
广西大学承办，并得到广西教育厅、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高教所、广西外国语学院、南宁学院的大力支持。会

后出版了 《2016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年会暨高

等教育国际论坛文集》。
11 月，学会报送的《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获教育

部“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

奖。

11 月 2—3 日， 学会作为大陆民间团体之一，参

与了由海峡两岸 20 家民间团体在北京共同主办的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来自两岸社会各界代表、社会

精英、社团负责人等约 200 多人出席论坛。 论坛聚焦

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文化传承、民间交流、关注青年

等主题。
11 月 7—9 日， 学会与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

心、四川博览事务局、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成都联合主

办了主题为“科技创新，育见未来”的“2016 亚洲教育

论坛”。 就科技创新、职业教育、“互联网＋”教育、创意

教育、 青少年成长与可持续发展等热点议题研讨交

流，并发布《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成都宣言》。 来

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800 多名各界嘉宾出席论坛。
11 月 9 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光明日报社在

北京工业大学联合举办“学科评估与学科建设”沙龙。
11 月 9—10 日， 校友工作研究分会在复旦大学

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高校校友工作第 23
次研讨会。浙江大学罗卫东副校长当选分会新一届理

事长，胡炜当选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360 余

位与会代表研究探讨了高校校友工作。
11 月 10 日，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在郑州召开

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厦门大学中外合作

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当选研究分会理事长，集美

大学文学院党委副书记陈娟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150 多人出席了大会。
11 月 11—13 日，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工程应用

技术教师大赛在浙江大学举行。 106 所高校的 211 名

选手入围决赛。评审出一等奖 25 名、二等奖 54 名、三

等奖 67 名和决赛入围奖 53 名及 31 个优秀组织奖。
11 月 11—13 日，由学会、中国发明协会、中国教

育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八届高等学校信息技术创

新与实验活动决赛在无锡举行。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

800 余名大学生参加了数字艺术类、 创客创新类、师

范创新类等三大类八个赛项， 共决出一等奖 81 人、
“未来教师”荣誉称号 2 人、活动最高奖项“恩欧希教

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1 组。
11 月 14 日，在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等共同

指导下，学会作为联合承办单位之一，参与了在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 2016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

暨《我是大医生》特别节目活动。活动特别邀请了世界

卫生组织艾滋病/结核病防治亲善大使、 国家卫生计

生委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彭丽媛教授出席。
11 月 22—26 日，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

五”规划重大、重点课题开题会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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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36 项重大攻关课题和重点调研课题负责人参会。
11 月 27 日，学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广告

艺术大赛颁奖典礼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

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12 月 16 日，师资管理研究分会在海南大学召开

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年会，北京大学校长林建

华当选为第八届理事长，北京大学人事部部长刘波当

选为秘书长，来自 120 多所高校 230 余名代表参会。
12 月， 学会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高等教育强国的内涵、标准、实现路径及监测指标”，
获批准立项。

12 月，学会向教育部教师司申报的“中国高校教

师教学能力专业化发展调研”课题获批准立项。
12 月 2—4 日，学会与西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联合主办的“2016 年高等学校动商与教育发展论坛”
在西南大学召开，论坛围绕“动商与学校教育、青少年

体质、核心素养、国民素质、人才培养、职业技能”等主

题展开探讨，83 所高校的 145 位代表参会。
12 月 8—9 日，教育信息化分会、吉林大学、长春

理工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在长春共同主办了 2016 年

高校网络信息安全学术年会，南京铱迅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协办，近 300 人参加了会议。
12 月 10 日，体育分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学校体

育科学大会在广州体育学院召开，来自各省、区、市的

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科研、教研机构和高校、中小学体

育卫生教师 800 多人参加会议。
12 月 17 日，薪酬管理研究分会年会在四川省成

都市召开。来自教育部人事司、四川大学、四川省教育

厅等领导及 129 个单位的 300 多名代表参会。
12 月 17—18 日，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常

务理事会及秘书长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

心举行。 来自 24 所大学的 26 位分会理事长、副理事

长、秘书长等参加了会议。
12 月 22 日， 学会与中华中山文化交流协会、两

岸文化创意人才服务基地共同主办的第三届 “华灿

奖”颁奖仪式暨第七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

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续春，
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

席郑建邦，学会会长瞿振元，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大

良等出席颁奖仪式，两岸各界 200 余位嘉宾参会。
12 月 25—27 日，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 2016

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150 多所高校的 230 名代表深

入学习贯彻教育对外开放新精神，研讨凝聚新时期教

育外事工作发展共识。

12 月 26 日，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学会具体实

施的 2016 年高通公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在海

口召开专家评审会，评出立项项目 25 项，包括重点项

目 5 项、一般项目 20 项。
截至 12 月底， 除 4 家有独立银行账号的分支机

构外，学会下属 60 家分支机构的财务移交总会管理，
学会基本完成了民政部要求的财务管理移交工作。

2016 年，学会完成了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
到 12 月底，拟定和完善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外部课题经费管理办法》等 20 多个制度，学会内控制

度建设基本完成。
2016 年，学会完成了对《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

志社存在的问题等多项整改任务，有的得到部领导的

充分肯定。
2016 年，学会及秘书处获得多项殊荣：学会获得

全国教育科研管理先进单位；范笑仙的家庭荣获全国

妇联组织开展的“2016 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秘书处

多位同志、部门和专项工作获得中共教育部直属机关

党委会的表彰。
截至 12 月底， 学会微信公众平台共推送信息

275 条，关注人数 16683 人，比 2015 年增加 9037 人。
截至 12 月底，学会门户网站发布信息 206 条，网

站浏览量 23.3 万次，投稿平台浏览量 16.2 万次。
2016 年，学会出版 24 期《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6 年《中国高教研究》继续保持高质量，在国

内几大期刊评价系统排名中名列前茅。 ①《中国高教

研究》荣获“2016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在

《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16 版）遴选出的 60
种人文社科期刊（TOP5%~TOP10%）中排名第 4 位。
②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

录集刊（2017—2018）目录》中，《中国高教研究》在高

等教育学类期刊中排名第 4 位。③在 2016 年《中国学

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中，《中国高教

研究》期刊影响力指数及影响因子在 G4/G7 教育 245
种期刊中排名第 8 位。 ④2016 年 3 月 29 日，被人大

书报资料中心评为“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

刊；在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教育学文摘》2015
年的转载排名中位列第一。 ⑤入选《中国学术期刊评

价研究报告（武大版）（2017—2018）》（第 5 版）326 中

A+期刊，在教育学 11 家期刊中排名第 8，高等教育类

排名第 2 位。⑥2015 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G64 高等教育类排名第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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