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 暨“一带一
路”教育合作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亚洲教育论坛年会 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大会将于2017年10月在成都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2017亚洲教育论坛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年会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拟拟)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亚洲教育北京论坛

成都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亚洲教育论坛培训中心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

 

[特别支持单位特别支持单位]

成都市博览局

成都市教育局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澳门基金会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

澳门科学馆

台湾木铎学社

财团法人幼儿教育基金会

拉莫斯和平发展基金会

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



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

《远程教育》杂志社

中国教育学会科创教育联盟

中国互联网教育领军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成都孔裔（英美）国际公学

成都时光幻象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科技文化产业网

华人跨文化协会

四川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欧亚教育发展中心

约翰霍金斯创意生态实验室

好望角商学院

台湾爱迪生发明创意学院

英国才奕国际教育集团

牛津英林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华人礼服

深圳东方高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媒体战略媒体]

中央电视台

成都商报

搜狐网

活动家

 

[移动移动新媒体新媒体] 

今日头条

 

[支持媒体支持媒体] 

中国教育电视台

凤凰卫视

新华社

中新社

中国日报



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

中国教育报

中国贸易报

国际商报

北京青年报

香港大公报

香港文汇报

新加坡联合早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腾讯网

新浪网

新华网

中青在线

 

其他论坛举办地主流媒体等新闻社、电视台、报纸、杂志和网络等中外媒其他论坛举办地主流媒体等新闻社、电视台、报纸、杂志和网络等中外媒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日程（拟）

 2017.10.27-10.29

中国成都中国成都 锦江宾馆锦江宾馆

 

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

                                              

09:00-22:00        嘉宾报到注册 

15:00-16:00        新闻吹风会

18:30-20:30        自助晚餐

 

2017年10月28日(星期六)

                                               

07:00-08:30        早餐

09:00-09:50        开幕式暨全体大会（四川厅）

主 持 人： 



姚  望 博鳌亚洲论坛高级顾问、亚洲教育北京论坛秘书长

开幕致辞：

待  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珍妮.希普利 新西兰前总理，亚洲教育北京论坛发起者之一

陶西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联合会主席

王佐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刘新成 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郭业洲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共同理事长

束  为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国科技馆馆长

杜玉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张  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奈博伊沙•科哈罗维奇 克罗地亚驻华大使

待  定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每人3-5分钟，共计50分钟）  

 

09:50-11:50             主旨演讲

主主 持持 人：人：

康  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许  涛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

多纳尔·布莱德利 牛津大学数理与生命学院负责人

张双南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杨念鲁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俞立中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



伊娃·玛丽亚 德国哥廷根大学XLAB负责人

汤  敏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李一诺                 盖茨基金会中国总裁，一土教育创始人

邓鸿吉 台湾爱迪生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爱迪生发明创意学院院长

 

11:50-12:00            颁奖仪式

12:00-13:00            自助午餐（卢浮花园）

14:00-17:30            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一：分论坛一：“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高校智库论坛高校智库论坛

主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合作与智库建设主题：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合作与智库建设

主主 持持 人：人：

梁占军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文明区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致致 辞辞 人：人：

巴切维奇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

奈博伊沙•科哈罗维奇 克罗地亚驻华大使

金  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蒂埃里·加尔辛 巴黎高等商学院教授

帕翠萨·佩恩德拉科夫斯
卡

波兰亚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项目协调员

尼古拉·里务拉卡 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伊万诺夫 索菲亚大学前校长

里法特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校长

法鲁克 中波友好协会会长

弗拉基米尔·布姆巴西莱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长



维克

达米尔·布罗斯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校长

查尔斯•莫里森 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主任

穆罕默德·阿什加尔 中巴经济走廊顾问，巴基斯坦前国立科技大学校长

穆哈穆德·萨基卜 印度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

穆罕默德·罗智 马来西亚教育部教师培训与创新研究中心校长助理兼主任

吴林托 华为全球教育合作计划总监

王道余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政策法规处调研员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研究院院长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中东欧智库交流合作网络所长、秘书长

罗林 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工作秘书处负责人、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

孔寒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

朱晓中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高歌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主任

赵刚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李晨阳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缅甸研究院院长

毕世鸿 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陶亮 云南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副教授

曲宁 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聂清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尚玉红 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杨烨 上海同济大学中东欧研究所所长



韩建军 新华社记者

徐友珍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梁爽 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法语翻译系主任

李维维 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吴林托 华为信息与网络技术学院总监

陈慧稚 上海日报波黑新闻记者

杨东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编辑

马细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明区划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

 

分论坛二：国际教育论坛分论坛二：国际教育论坛

主主 持持 人：人：

孔令涛 新六艺创始人、孔裔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尼尔达·阿吉雷 美国国家双语学会副总监

丹尼斯·西蒙 昆山杜克大学执行副校长

霍格尔·亨克 温州肯恩大学学术副校长

杰夫·科恩 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国际事务执行总监

玛丽亚·蒙托亚 上海纽约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

彭建华 加拿大加皇集团董事长

玛丽·朱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校长

王广发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

范胜武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校长

刘志毅 北京八中怡海分校国际部校长



王志泽 汇佳集团董事长

李珊蓉 海龙教育集团董事长

游忠惠 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淑艳 北京人大附中国际部主任

亚当 成都七中国际部学术校长

皎秋萍 西安高新区民办教育理事会理事长，西安高新一中名誉校长

马睿礼 重庆耀中国际学校校长

李 建 北京市海淀外国语学校董事长

阿黛尔·梅森 新西兰亚洲基金会执行副总监

约翰·斯皮里达克斯 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美国教育部WIN项目／LEADER项目负责人

                 

分论坛三：科技文化与科普教育论坛分论坛三：科技文化与科普教育论坛

主主 持持 人：人：

欧建成 中国科技馆副馆长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刘  莉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

姚海军 《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科幻世界》主编

郑  军 中国未来研究会科幻艺术分会会长，科幻作家

董仁威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

韩  松 知名科幻作家，《瞭望东方周刊》杂志副总编、执行总编，代表作《宇宙墓碑》

邵汉彬 澳门科学馆馆长

经  戈 四川省科协党组成员、四川科技馆馆长

汪  杰 科普作家、科普演讲家、科学声音首届轮值秘书



袁岚峰 风云之声主持人

 

18:30-20:30            欢迎晚宴（锦江厅）

致致  辞：辞：

待   定 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姚 望 博鳌亚洲论坛顾问，亚洲教育北京论坛秘书长

答谢辞  

巴切维奇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

 

2017年10月29日(星期日)

                                           

07:00-08:30            早餐

09:00-11:30            平行分论坛

 

分论坛四：青少年创客教育论坛分论坛四：青少年创客教育论坛

主主 持持 人：人：

待定  

主旨演讲：主旨演讲：

李亦菲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青少年创新思维研究中学理事
长

杨念鲁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汤 敏 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邓鸿吉 台湾爱迪生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爱迪生发明创意学院院长

伊娃·玛丽亚 德国哥廷根大学XLAB负责人  

阿黛尔阿依莱特·格拉
迪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创新教育学术主任，幼儿至大学教育项目负责人

阿什利·莫力 加拿大TransEd教育机构负责人，安大略教师学院顾问



 

分论坛五：互联网分论坛五：互联网+教育论坛教育论坛

主主 持持 人：人：

李桂云 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在线学习》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企业大学联席会秘书长

致辞致辞

赵 伟 国家开放大学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中国远程教育》杂志社社长、教授

演讲嘉宾：演讲嘉宾：

陈诗莹 今日头条运营高级总监

韩少云 达内集团董事长

赵敏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

黄波 弘成教育集团董事长

李卫平 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白云峰 好未来集团总裁

王端瑞 伟东云教育集团董事长

王新霞 慧科集团副总裁

朱奇峰 清睿教育集团董事长

王晓龙 测文网创始人

米雯娟 VIPKID创始人

安征 和君合伙人、幼儿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欧阳丹 百词斩CEO

张凌华 麦子学院CEO

张锡聪 绿网天下CEO

宣 勇 浙江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翁孝川 浙江省政府督学，原衢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11:30-12:00           闭幕式暨成果发布会（锦江厅）

                      相关签约活动

12:00-13:00           自助午餐（卢浮花园）

14:00-17:00           部分嘉宾送机

                      参观访问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陶西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联…

主席  

康凯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秘书长  

朱世宏
四川省教育厅

厅长  

经戈
四川科技馆
馆长

刘新成
民进中央
副主席  

郭业洲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副部长  

杜玉波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会长  

许涛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司长

张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秘书长  

杨念鲁
中国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莉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常务副主任  

金鑫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主任

王佐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会长  

束为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中国…

馆长  

姚望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顾问  

万钢
全国政协
副主席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仅参会 ： 1980元/人  此费用只包含会议注册费用。

参会费（含食宿）：9月15日前, 4980元/人   费用包含会议注册费、机场接送、开闭幕式、欢迎晚宴、文艺演出、产
业考察或参观、会议期间食宿费用。

1000元/人，单人间房差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