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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遵循科学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重大研究项目之十“建设高水平大学”课题组在北京

结题。

3 月 17 日，“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重大研究项目之九“扩大开放”课题组在上海结题。

3 月 22 日， 学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学术委员会章程、学会学术

规划等。 瞿振元会长为新一届学术委员颁发聘书。

3 月 31 日， 学会系统秘书长工作会议在江苏南

通召开，瞿振元会长，范文曜、丁晓昌、季平、陈浩等副

会长出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应邀做高等

教育改革发展形势报告，各省市学会、分会、专业委员

会的百余位秘书长出席会议。

4 月 25-27 日，2013 年春季全国高教 仪 器 设 备

展示会在江西南昌举行。 江西省教育厅巡视员周金

堂，学会会长瞿振元、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文曜，教育部

高等教育司实验室处处长李平等出席了开幕式。

5 月 10 日，《三十而立 继往开来（1983-2013 年）
———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 30 周年》画册出版。

5 月 12 日， 学会保卫学专业委员会在武汉大学

召开第六届理事会。 韩进当选为新一届理事长，秘书

处设在武汉大学。

5 月 25 日，“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重大研究项目之十一“做强地方本科院校”课题组在

厦门结题。

6 月 14 日， 学会召开会长会议，17 名副会长参

会。瞿振元会长通报了换届以来学会的主要工作以及

纪念学会成立 30 周年系列活动筹备情况。 此次会议

研究讨论了《关于加强学会建设的若干意见》。

6 月 15 日，学会召开“加强社团建设，服务改革

发展”研讨会以纪念学会成立 30 周年，学会部分历届

老领导和老同志、 各团体会员和分支机构负责人、兄

弟学会领导等 230 余人出席会议。教育部副部长杜玉

波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大会系统总结了 30 年办

会的成功经验，表彰了学会第八次优秀高等教育科研

成果 100 项，表彰了从事高教工作逾 30 年、高教研究

有重要贡献学者 30 人， 表彰了学会先进团体 40 家、
优秀工作者 100 名，编辑出版了纪念画册，总结交流

了新时期社团工作经验。

7 月 3 日，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在清华大学召

开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魏书生当选新一届理事长。

7 月 14 日，学会组织的 2013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

系研究”开题会在北京举行。

7 月 15 日， 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在云南昆明召开

年会。 经选举，刘献君为新一届理事长。

7 月 22-23 日， 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召开

2013 年学术年会。 会议主题为“聚焦高等教育体制改

革试点———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

度”。 分论坛议题包括“推进高校章程制定”、“完善大

学内部治理结构”、“加强高校学术组织建设与人事制

度改革”等。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文曜在开幕式上

致辞，来自教育部、部分高校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

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年会。

7 月 23-26 日，学会秘书学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召

开 2013 年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来自全国各地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13 年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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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 150 余人出席了会议。 学

术年会的主题是：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秘书学

理论研究，促进秘书教育发展。

8 月 7 日，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计

划安排，学会秘书处赴河北省高教学会调研。 围绕学

会秘书处在“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新时期加强社团

建设问题、社会组织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途径、新时

期学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学会的职能定位与创

新发展等问题征求了与会分支机构的意见、 建议，并

进行了研讨交流。

8 月 20 日， 江 苏 省 高 教 学 会 在 江 苏 常 州 举 行

2013 年学术年会。 会议围绕“高等教育现代化：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与高等教育改革”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江苏省高教学会及省内高校专家、学者共 180
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9 月 16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计量与科学评

价研究中心发布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2013 年版）》，学会会刊《中国高教研究》入选该要览

“教育学专业核心期刊”。

9 月 22 日，“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重大研究项目之十二“做强高等职业教育”课题组在

浙江杭州结题。

9 月 23 日， 学会期刊工作分会在北京召开成立

20 周年纪念研讨会。 学会副会长季平出席会议并做

题为“继往开来，为推广传播教育科研成果再创佳绩”
的讲话。学会会刊《中国高教研究》在大会上交流了办

刊经验。

10 月 18 日，学会与清华大学、英国大使馆文化

教育处联合主办“中英在线教育圆桌会议”。学会会长

瞿振元、副会长兼秘书长范文曜出席。中英两国 10 余

位专家及学会秘书处、清华大学等相关人员与会。

10 月 24-26 日，2013 年秋季全国高教仪器设备

展示会在湖南长沙举行。 学会会长瞿振元、副会长兼

秘书长范文曜、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卢兴映、湖

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申纪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实验室

处处长李平以及高校和企业界的代表出席了开幕式。

10 月 25 日， 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和南开

大学联合主办的 2013 年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年会暨

第三届高层论坛在南开大学举行。学会名誉会长周远

清，著名历史学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学会会

长瞿振元，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校长龚克，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 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
天津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杨桂华，天津市教委副主

任韩金玉，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等出席开幕

式。来自国内外的百余所高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

会议。 本届年会以“素质教育与中国梦”为主题，结合

各校实践，围绕素质教育通选课程体系建设、素质教

育特色与品牌活动、 大学生专业选择机制改革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经验分享。

10 月 25-27 日， 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的“高等教育

学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学术年会暨成立 20 周年庆典”
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 会议主题为“变革中的高等教

育：理论、动向与趋势”。 出席会议代表 300 余人。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学会科技管理研究分会

2013 年学术年会暨理事会换届会议在重庆召开。 教

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

志民及来自全国 180 余所高校及部分省级教育主管

部门负责科技管理工作的 26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王延觉致辞并做讲话，李志民代

表第七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 与会代表围绕“高校科

技体制和机制改革”和“高校科技评价”进行了专题研

讨，并交流了各校科技管理工作中的经验和措施。 李

志民当选科技管理研究分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

11 月 1 日， 学会六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

浙江宁波召开。 瞿振元会长做学会工作报告，会议讨

论了 2013-2020 年学会发展思路， 与会常务理事对

制定学会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

11 月 1-3 日，学会主办、宁波市教育局承办、宁

波大学和厦门大学协办的 “2013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

坛”在浙江宁波市隆重召开。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改

革·质量·责任：高等教育现代化”。宁波市副市长张明

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教

育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林蕙青，学会会长瞿振元出

席论坛并发表讲话。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北京

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著名学者潘懋元，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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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

组组长何传启等 500 余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领导、专

家学者、博士生代表以及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

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 围绕论坛主题，与会代表就国

家现代化战略中的教育现代化、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

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创新与责任、高等教

育与区域现代化建设、MOOCs 与推进高等教育教学

改革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论坛开幕式

上，表彰了第九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 5 位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者及其指导教师。 论坛的召

开，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新华网、中国教育

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以及众多高校媒体和网站做

了相关报道。

11 月 5 日，受教育部委托，学会与清华大学在北

京联合举行“纪念蒋南翔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座谈

会并讲话。 学会瞿振元会长出席会议并发言。

11 月 16 日，受教育部委托，学会与中国对外贸

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在天津

联合举办“第一届中国职业教育与国际贸易行业对话

活动”，与会相关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代表 200 余人。

11 月 25 日，学会印发《关于加强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建设的若干意见》。

12 月 1 日， 学会引智分会常务理事工作会议在

北京大学举行，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出席，来自 53 所常

务理事单位的 6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与会代表就

“如何完善组织建设、加强能力建设、促进会员合作、
开展课题研究、深化国际交流”等五个议题展开研讨

与交流。

12 月 5 日，受教育部委托，学会与中国教育学会

联合举办“《温家宝谈教育》学习座谈会”。教育部党组

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2 月 7 日， 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在福建厦

门召开第五届理事会。 吴岩当选为新一届理事长，秘

书处设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

12 月 10 日、17 日、18 日，学会“十二五”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中期汇报会分别在北京、武

汉和上海举行。 共有 26 项重点课题汇报了中期研究

成果，部分课题研究成果获得专家的一致好评。 根据

学会“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管理方法，学会对中期检

查合格的重点课题给予了 1-3 万元的择优资助。

12 月 13 日，学会教育评估分会在陕西西安召开

学会年会。 钟秉林当选新一届理事长。

12 月 15 日， 学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厦

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在厦门大学召开 “2013 年全国高

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会议”。来自全国的 30 余位高

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参加会议，并就“高教研究的走向

与高教研究机构的责任———高教研究的智库建设”做

了交流与研讨。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学会

顾问潘懋元教授，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学会副会长、
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组长、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

光教授，学会副会长、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德祥

教授，学会副会长王英杰教授等出席会议。

12 月 16 日，“遵循科学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重大研究项目之二“内涵与特征”课题组在福建厦

门结题。

12 月 20 日，学会会刊《中国高教研究》第四届编

委会组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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