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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圆桌对话”是由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广州市教育研究院、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粤港澳大

湾区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的每年一次的高端学术论坛。圆桌对话旨在充

分发挥教育智库平台优势，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高等教育合作发展，为打造粤港澳国际高等教育新高地提供更多高质

量、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圆桌对话”将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举办。本届圆桌对话，继续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合作发展

搭建高质量的对话平台，将有多位高等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聚焦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路径进行前沿对话，以期奉上一场思

想碰撞交流的盛宴。



3

主办单位简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是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前身是

1941 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1957 年国务院、

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11 年更名为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国教科院。

中国教科院设有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等 13 个研究所、办公室（党委办公

室）等 10 个行政管理处室，拥有教育科学出版社（音像出版社）、国育教育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2家院属企业，拥有《教育研究》《中国特殊教育》《中国德育》

等 8 刊 1 报。现有事业编制在职职工 237 人，其中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213

人（高级职称人员 108 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 51%），具有博士学位科研人

员比例达 69%；企业职工 232 人；离退休干部 266 人，其中离休干部 20 人。建

有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管理平台、教育决策模拟分析平台、教育调研平台、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和访问学者培养平台，在全国东中西部建有近 20 个教育综合改革实

验区和若干所实验校，与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教育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与合

作关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华孔子学会、陶行知教育基

金会、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等 5个国家一级学会挂靠中国教科院。

近年来，中国教科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国家重大教育战略需求和中

央关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评价改革、大中小学教材规划、加强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一体化、

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未来学校等一系列重大研究工作，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为国家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2018-2020

年，共认定决策服务成果 193 份，发表学术论文 1244 篇，共出版各类学术著作

202 本。

在部党组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指导下，院班子团结带领全院干部职工，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坚持以“服务决策、创新理论、

指导实践、引领舆论、协同战线”为己任，秉承“政治建院、人才强院、创新兴

院、制度治院、开放办院”总体思路，努力建设一流国家教育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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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是经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穗编字〔2014〕149 号文 )

批准、由原广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和原广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合并组建的广州

市教育局直属综合性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院内设有院办公室、教育规划与政策研

究所、课程教材发展研究所、德育与特殊教育研究所、基础教育教学研究所、职

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研究所 7个职能部门。研究院依托

平台、专业团队及资源优势，提供专业化教育决策咨询服务，从事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教学研究、师资培训、课程教材教法改革实验、教学质量评

价及考试命题研究，承担全市教育科学规划及课题指南的编制，国家级、省部级

和市级教育科研项目的研究及过程管理、专业指导、评价与推广，以及开展国家、

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与教学成果奖的推荐项目评审与指导等。此外，研究院还承

担广州实验教育集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教育研究中心、广州市

教育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广州市教师发展研训中心、广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广州市艺术教育研究中心等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立足新时代，研究院围

绕“建设全国顶尖的教育智库与综合性教科研机构”目标，努力打造“一主院、

四分院；一集团、多平台”的全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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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师范学院）2001 年 7 月由广州师范学院、广州教育学

院（广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原广州大学、华南建设学院等单位教育学系、所、

中心合并成立。

学院历史可追溯至原私立广州大学于 1930 年在文学院设立教育学系。1953

年，广州教育学院开办教育学系，开设教育学相关课程以及开展教师培训；1978

年开办教育学本科专业。1984 年，广州师范学院以吴江霖教授为带头人获批社

会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是我国第一个社会心理学硕士点；1987 年开始培

养教育学硕士研究生；1995 年，分别以张人杰教授、张景中院士为带头人的“教

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

学院合并成立后发展迅速，2003 年，学院获批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

授权点。2005 年，教育专业硕士、应用心理学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2007 年，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被评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扶持学科。2010 年，教育学、心理学

获批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12 年教育学、心理学获评为广东省一级学科

优势重点学科。2015 年，获批应用心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8 年获批教育

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9 年设立教育学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学院现有教职员工 104 人，其中，专任教师 77 人，教授 28 人，副教授 24

人，博士生导师 16 人，硕士生导师 59 人。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教育专

业学位博士点、教育学和心理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教育和应用心理两个专业

学位硕士点，在校研究生 633 人。开设小学教育、应用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学

前教育、特殊教育 5个本科专业，在校本科生 1293 人。

经过多年筚路蓝缕的实践探索，学院形成了以人才培养为立足点，以学术研

究为依托，以服务实践为导向的发展特色。注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基

础教育高层次教育管理人才和高质量师资队伍。未来，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将继续

砥砺前行，努力成为集高素质师资培养基地、高品位学术研究平台、高水平政策

咨询智库于一体的，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国内一流的高水平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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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形式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复杂，本次圆桌对话将根据疫情情况，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直播二维码

https://wx.vzan.com/live/tvchat-1859288583?v=1636173468841

二、会议议程

报到时间：2021 年 11 月 19 日全天

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20 日 上午 8:30-12:30/下午 14:00-17:30

地 点：广州市三寓宾馆会议中心北门二楼锦兴厅

时间 主题 主持人

8:30-9:00

开幕式

马凤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刘贵华副院长致辞

广州市教育局谷忠鹏副局长致辞

广州大学吴开俊副校长致辞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方晓波院长致辞

9:00-9:10 合影（线上与线下全体出席领导与特邀嘉宾）

9:10-9:30

发言题目：大学形态多样化的世界态势与粤港澳大

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

汤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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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9:30-9:50

发言题目：技术文化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一体化发展

发言人：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9:50-10:10

发言题目：Deepening Higher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beyond border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reater Bay Area in China

发言人：莫家豪（香港岭南大学 教授）

10:10-10:40 特邀专家对话、特邀专家与听众互动

10:40-10:50 茶歇

10:50-11:10

发言题目：闯过高等教育发展的深水区

发言人：邬大光（厦门大学 教授）

马凤岐

11:10-11:30

发言题目：以公共价值引领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发展

发言人：陈廷柱（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

11:30-11:50

发言题目：广东高等教育“冲补强”提升计划的政策

效应评估

发言人：刘晖（广州大学 教授）

11:50-12:20 特邀专家对话、特邀专家与听众互动

12:20-14:00 中场休息（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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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4:20

发言题目：构建面向终身教育的高等教育合作示范区

发言人：石中英（清华大学 教授）

汤贞敏

14:20-14:40

发言题目：制度创新与学术创新

发言人：陈洪捷（北京大学 教授）

14:40-15:00

发言题目：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中的教育研究

发言人：杨 锐（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

15:00-15:30 特邀专家对话、特邀专家与听众互动

15:30-15:40 茶歇

15:40-16:00

发言题目：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从生态合作

到心态合作

发言人：张应强（浙江大学 教授）

马凤岐

16:00-16:20

发言题目：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合作的平衡问题

发言人：李盛兵（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16:20-16:40

发言题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背景下澳门高等教

育的发展如何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发言人：李树英（东莞城市学院、原澳门城市大学 教授）

16:40-17:10 特邀专家对话、特邀专家与听众互动

17:10-17:30

闭幕式

汤贞敏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马凤岐院长致闭幕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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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就餐时间 就餐地点

2021 年 11 月 20 日午餐 广州市三寓宾馆骏晖楼二楼餐厅

自驾车停车须知

抵达骏晖楼一楼大堂前台报会议名称“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

合作发展圆桌对话”，前台有会议优惠停车二维码，20元/天（小车）

无限次往返。宾馆大院停车码为散客停车码，16元/小时（请勿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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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中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哲学研究分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

与教育哲学、基础教育、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哲学等。

卢晓中，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主

要从事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国际比较教育、教育发展规划与政策、学校文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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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大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

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组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高等教育思想等方面、高等教育管理和比较高等教育等方面。

刘宝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

培育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亚洲比较教育学会会长、中

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等职。主要从事国际与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教

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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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晖，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专委

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东省教育政策与

规划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高等

教育学原理和教育基本理论。

李树英，东莞城市学院执行校长（原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教育现象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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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盛兵，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

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国际化、研究生教育、高等教育管理等方面。

杨锐，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政策、教

育社会学、教育的比较和跨文化研究、国际高等教育、中国社会的教育发展、教

育研究中的国际政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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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廷柱，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五、六届理事会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院校研究分会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院校规划

与院系治理研究。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博士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

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原理、研究生教育、德国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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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应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

员会委员、常务理事、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会未来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理论和政策、

高等教育管理、科教发展战略、教育基本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莫家豪，香港岭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兼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育研究生

院特聘讲座教授，香港教育研究学会主席，东亚社会政策研究网络副会长，香港

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亚研究项目主席。主要从事比较教育学、东亚比较发展与政

策比较学、东亚社会发展学等方面的研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5%9B%BD%E5%B8%83%E9%87%8C%E6%96%AF%E6%89%98%E5%A4%A7%E5%AD%A6/83010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E5%A4%A7%E5%AD%A6%E4%BA%9A%E6%B4%B2%E7%A0%94%E7%A9%B6%E4%B8%AD%E5%BF%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E5%A4%A7%E5%AD%A6%E4%BA%9A%E6%B4%B2%E7%A0%94%E7%A9%B6%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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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汤贞敏，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决策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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