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亚洲幼教年会（APEAC）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亚洲幼教年会（APEAC）将于2018年04月在成都召开。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亚洲亚洲幼教幼教年会年会
（Asian Preschool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简称APEAC）（Asian Preschool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简称APEAC）

亚洲幼教年会Asian Preschool Education Annual Conference（简称APEAC），是学前教育行业包括学术、艺
术、美术、教育、商界、资本、政界等多领域多元参与的国际学术研讨盛会及幼教行业代表品牌项目大展。

亚洲幼教年会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为指导，以坚定的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爱与开放的心态，聚行业之力、集百家之智、
鸣百家之声，积极搭建起海内外教育同仁间分享交流、探究、合作的桥梁。做为民办学前教育行业中党和国家政策
的宣传平台、学术交流平台、行业融合平台、商业连接平台，始终致力于推动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与交流、创新与发
展，赢得了教育同仁的认可和赞誉。

年会主题年会主题

新幼教·大格局

年会价值年会价值

把脉发展走向　重塑价值诉求定位品质特色　优化办园模式

自信中国特色　瞩目国际视野引领时代主流　共赢资源平台

一、名称：2018亚洲幼教年会

二、主题：可持续发展的学前教育

三、定位：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平台、学术交流平台、行业融合平台、商业连接平台

四、价值：把脉发展走向、重塑价值诉求，定位品质特色、优化办园模式，

自信中国特色、瞩目国际视野，引领时代主流、共赢资源平台。

五、时间：2018年4月13日至15日

六、地点：中国·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七、年会大专题版块设置

本届研讨大专题的设置与往届继续保持系统性、延续性、创新性。关注早幼教的热点和难点，并在每个大专题版块
中细分多场议题，明方向、给方案、寻路径，以便参会者深度探究。大专题版块有：

•《亚洲幼教年会-成都名园行》

•《开幕式和专家主论坛》

•《大成都公立园专场论坛》（暂名）



•《中国文化教育》

•《立德树人品质幼教》

•《集团化管理》

•《家园关系管理》

•《教科研热点》

•《课程探索》

•《国际课程在中国》

•《环境教育》

•《0-3岁婴托教育》

•《儿童高质量生活与游戏》

•《儿童发展观察评价及支持》

•《名园长讲堂》

•《特级教师课堂》（同步直播）

•《幼教特色工作坊》

•《幼教与资本》

提示：同期盛大举办“2018亚洲幼教展览会”

“亚洲幼教展览会”是集品牌推介、新服务体验、优质项目合作于一体的商业连接平台。本届（第四届）近四万平
米展馆中包含十一大类，三百多家最具行业代表性的重量级知名领军品牌和多家行业新锐项目矩阵大展，向行业展
示最新产品和最新服务。  

八、嘉宾及参会人员

• 教育厅（局）领导

• 协会领导、负责人

• 国际组织（协会、学会）负责人

• 学前教科研机构、学前教育院（系）教授、学者、教研员

• 园所投资人、管理者

• 早幼教机构（集团）的创始人、管理者

• 海内外优质品牌项目机构创始人、管理者

• 各地市经销代理企业负责人

• 资本基金机构负责人

• 媒体机构代表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大专题大专题
《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学前教育》《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学前教育》

议题：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新政策议题：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新政策
    特邀：薛二勇 教授特邀：薛二勇 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 青年学者
             教育部清华大学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
中国教育学会项目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战略、教育政策、教育法律等。
撰写并提交政策建议 30 多篇，多次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得到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采纳等。曾经参加《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政策文件的研制，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的中期评估工作，撰写全国政协提案近 20 件。

议题：新时代背景下议题：新时代背景下幼儿园幼儿园课程的核心价值课程的核心价值 
  特邀：朱家雄 教授  特邀：朱家雄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委会 理事长
             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论坛《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学前教育》论坛《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学前教育》
    嘉宾：杨志彬 刘秀华 朱敏 赵春梅 安颖 杨文泽等嘉宾：杨志彬 刘秀华 朱敏 赵春梅 安颖 杨文泽等
    主持：贺春兰   主持：贺春兰   
             杨志彬：原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副会长
                            原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理事长
                            原亚洲幼教年会组委会 主席
             刘秀华：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员会 理事长
                            亚洲幼教年会组委会 主席
                            亚洲教育北京论坛 执行秘书长
             朱   敏：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 副理事长
                            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幼儿园 总园长
                            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 副会长
                            北京教育学会幼儿园发展与促进研究会常务理事
             赵春梅：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 副理事长
                            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
                            山东省改革开放30年学前教育领军人物
                            山东省特级教师
                            赵春梅学前教育管理思想研究室 终身主任
                            北京大爱思想教育科技研究院 院长
                            北京大爱幼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银座幼教集团 创始人
             贺春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
                            人民政协报教育、健康周刊主编
             安   颖：学前教育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杨文泽：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委会 副理事长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幼教装备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
                            中国幼儿教师网（师乐汇）创始人
                            东方之星学前教育机构创始人、董事长
                            亚洲幼教年会执行主席

  

大专题《教科研热点》大专题《教科研热点》

议题：早期关爱与幼儿个性发展议题：早期关爱与幼儿个性发展
    特邀：叶平枝 教授特邀：叶平枝 教授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 主任
             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中国委员会 委员

议题：如何才能让幼儿园孩子更健康——议题：如何才能让幼儿园孩子更健康——
           中国首次30万名幼儿体质健康           中国首次30万名幼儿体质健康大数据大数据分析报告分析报告
    特邀：罗昆山特邀：罗昆山
             陕西省民办幼儿园联盟理事长
             国内幼儿园体质健康检测的首倡者和推动者



议题：我国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的促进与实施议题：我国学龄前儿童体质健康的促进与实施
    特邀：张莹 博士特邀：张莹 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副教授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

议题：本真理念下的幼儿园课程的领导与管理议题：本真理念下的幼儿园课程的领导与管理
    特邀：李燕特邀：李燕
             重庆市沙坪坝区曙光幼儿园园长、书记
             重庆市教师资格面试考官
             沙坪坝区政府兼职督学

 

 大专题《国际课程在中国》 大专题《国际课程在中国》

议题：蒙特梭利教育高阶目标的实践与应用议题：蒙特梭利教育高阶目标的实践与应用
    特邀：陈亚男特邀：陈亚男
             北京水米田教育集团总园长
             美国James Pan教育公司教育总监
             英国Wee Gems幼儿园名誉园长

议题：高瞻课程中主动性学习的核心议题：高瞻课程中主动性学习的核心
    特邀：Shelley Nemeth 特邀：Shelley Nemeth 
                          美国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 高级培训师
拥有18年高瞻专业培训经验的Shelley，研发了适宜跨文化使用的、内容丰富多样的工作坊，帮助一线教师提升专业
素养，帮助幼儿园管理者提升管理能力和指导能力。

议题：华德福幼教的九大本质及在中国的实践议题：华德福幼教的九大本质及在中国的实践
    特邀：张俐特邀：张俐
             国内第一位华德福幼儿教师
             中国华德福幼儿教育论坛主席

议题：IB中国实践：思维与行动的距离议题：IB中国实践：思维与行动的距离
    特邀：王方特邀：王方
             金宝威IB项目总负责人
             宝威幼儿园全国总园长

议题：瑞吉欧教育理念在中国幼儿园的实践与操作议题：瑞吉欧教育理念在中国幼儿园的实践与操作
    特邀：待公布特邀：待公布

议题：首位外籍专家在中国森林学校的一线教学实践议题：首位外籍专家在中国森林学校的一线教学实践
  特邀： Sacha Chadban  特邀： Sacha Chadban
             森林学校一线教学实践专家
             新西兰Mount Maunganui College幼儿教育学士
             户森学校外籍教学总监
为多家森林幼儿园设计、制定和开展课程，计划和组织学龄前儿童户外健身项目，参与新西兰幼儿户外教学计划。
现在致力于前沿的森林学校中国本土化落地，参与全日制班一线带班教学实践。

  

大专题《海外幼教研究与实践》大专题《海外幼教研究与实践》

议题：德国学前教育现状与标准化建设议题：德国学前教育现状与标准化建设
    特邀： Gerhard Brand 布朗特特邀： Gerhard Brand 布朗特
             德国联盟教育科学委员会 主席
             德国教育联合总会 副会长
             巴登符腾堡州教育 主席
             欧盟政府职业联合会和工会主办之国际教师职业峰会成员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简称（ISTP）｝
注1. 欧盟委员会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Europäischen Sozialen Dialog（欧洲社会对话论坛）



注2. 德国教育联合会 Verband für Bildung und Education，为德国最大的教育联合会， 会员14000多。各联邦州
均有分会。
注3. 2005年启动政府项目“学龄前儿童“及“巴符州政府教育之家“，布朗特先生对项目进行了多年跟进。例如入
园工作陪伴中班儿童为时两年，任务包括对孩子的观察、语言、语言理解、数学、记忆及随之产生的行为的促进，
并通过和教育工作者、家长的不断沟通，使孩子更成功的实现幼小衔接。

议题：法国如何督导监督管理幼儿园保教质量议题：法国如何督导监督管理幼儿园保教质量
    特邀：Nathalie Bachelie 娜塔莉特邀：Nathalie Bachelie 娜塔莉
             纳唐教育集团副总裁
             纳唐出版社兼幼教发展部总经理
             法国学前教师协会发起人之一

议题：韩国幼儿园自然亲和教育实践议题：韩国幼儿园自然亲和教育实践
    特邀：Sun-Wol Kim 特邀：Sun-Wol Kim 
             韩国首尔Baehwa女子大学副教授
             韩国中央大学早期教育专业博士生
             SEAH幼儿园园长

 

大专题《课程探索》大专题《课程探索》

议题：STEM视域下的幼儿园科学教育议题：STEM视域下的幼儿园科学教育
    特邀：赵一仑 博士特邀：赵一仑 博士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院长助理
             学前教育系主任，博士，副教授
多年来从事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的教学研究工作，主编《学前儿童科学教育》教材，发表相关论文数篇，担任课程首
席教师，2016年在美国蒙大拿大学访学，师从STEM研究中心主任Lisa  M.Blank教授，探索幼儿园STEM教育实
践。

议题：新时代议题：新时代创新教育创新教育课程的中国方案——课程的中国方案——
                      巧思法（QEOSA）课程的原理与创新实践巧思法（QEOSA）课程的原理与创新实践
    特邀：程淮特邀：程淮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学前教育工作者联谊会 执行会长
             宋庆龄儿童创意发明奖专家评审委员会 主任
             中幼联研究院 院长
             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

议题：基于主题规划的项目课程探索与实践议题：基于主题规划的项目课程探索与实践
    特邀：田敏特邀：田敏
             深圳市学前教育协会专业发展委员会主任
             深圳禹文学前教育创始人
             深圳亿童教育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深圳明道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教育总监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管理博士研究生
历任公办幼儿园园长，民办园总园长、投资人；幼师教师，幼教培训师，幼教论坛组织者。独特的全链条幼教从业
经历，行业协会的管理层面，在民办普惠园的管理方面有独到的思考和落地的创新实践。

议题：幼儿园早期阅读的实践策略议题：幼儿园早期阅读的实践策略
    特邀：刘刚 特邀：刘刚  
             山东省德州市教育局托幼办主任，高级教师
             山东省基础教育评估专家
             山东省家庭教育研究员
             德州学院客座教授
从事学前教育管理教学研究10多年，主要研究幼儿早期阅读和家庭教育工作。发表论文5篇，主持省级及以上课题6
项。

 

大专题《儿童高质量生活与游戏》大专题《儿童高质量生活与游戏》



议题：幼儿游戏化学习与良好学习品质的发展议题：幼儿游戏化学习与良好学习品质的发展
    特邀：孙民从 硕士特邀：孙民从 硕士
             华中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副教授
             湖北省学前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完成教育部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中部地区农村幼儿园课程建设研究》 ，出版教材《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主编
《学前班学会学习课程》、《幼儿园快乐成长课程》、《幼儿园整体课程》、《幼儿园主题探究课程》等学前班和
幼儿园课程系列丛书。

议题：开展益智区，建“游戏学习”特色园议题：开展益智区，建“游戏学习”特色园
    特邀：金锦秀 特邀：金锦秀  
             爱立方学院院长
             教育部教育装备标准化委员会小幼教分会国标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湖北省学前教育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
撰写论文及案例获全国幼儿园优秀案例评选一等奖，湖北省幼儿园科研论文评比一等奖，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
《浅谈幼儿园探究性课程》等论文近40余篇；主编、参编幼儿园课程、教材和读物等涵盖幼儿园五大领域180余
本。

 

大专题《环境教育》大专题《环境教育》

议题：场域理论指导下的幼儿园环境教育议题：场域理论指导下的幼儿园环境教育
    特邀：伍香平 博士 特邀：伍香平 博士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博士
曾担任过近15年省级学前教研员、国家留基委公派美国访问学者，华中师范大学高研院兼职教授，中共湖北省委宣
传部思想文化智库建设首席专家，湖北省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已经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目前正在主
持课题2项。出版编著及主编教师专业发展及幼儿园课程丛书15本（套）。在期刊报纸发表论文20余篇。

议题：幼儿园游戏的积极性支持环境议题：幼儿园游戏的积极性支持环境
    特邀：朱巍蔓 硕士特邀：朱巍蔓 硕士
             依江畔园幼儿园督导
             亿童教育装备研究院 副院长

议题：幼儿园生态议题：幼儿园生态环保环保教育的探究与实践教育的探究与实践
    特邀：张岩特邀：张岩 
             河南省商丘市第二幼儿园园长、书记
             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师
             广州大学心理技术应用在职研究生
多年来致力于幼儿园家长学校和生态环保课程的研究与实践。所在幼儿园获得全国示范家长学校和全国生态文明教
育示范校。

 

大专题《集团化管理》大专题《集团化管理》

议题：公立园集团教科研工作的思考与实践议题：公立园集团教科研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特邀：待发布特邀：待发布

议题：集团化幼儿园的运营与管理议题：集团化幼儿园的运营与管理
    特邀：马荣特邀：马荣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中国民办教育家协会副会长
             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
             马荣·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校监
             马荣教育研究院 院长
 幼儿园课程研发资深专家，主持研发了多代幼儿园课程整体方案

议题：教育集团品牌建设的实践与探索议题：教育集团品牌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特邀：夏晨伶特邀：夏晨伶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理事
             中国民办幼儿园卓越领军人物
             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理事长
             金苹果教育投资集团总经理

议题：民办幼儿园教育的核心竞争力议题：民办幼儿园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特邀：张祥华特邀：张祥华
             徐州幼师幼教集团创始人
             秀强教育首席专家
             教育部高等学校幼儿园教师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早期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学前教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大专题《幼儿园管理》大专题《幼儿园管理》

议题：目前幼教环境下幼教机构的选择议题：目前幼教环境下幼教机构的选择
    特邀：程大坤特邀：程大坤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
             大地幼教机构创始人、董事长、执行长

议题：外籍教师招聘与管理议题：外籍教师招聘与管理
    特邀：韦壮春特邀：韦壮春
             广西民办教育协会 常务副会长
             维伯国际教育创办人
             维童幼儿教育创办人
             幼儿森林教育户森学校创办人

议题：“议题：“互联网互联网+”背景下集团教研模式建设+”背景下集团教研模式建设
    特邀：黄萍 特邀：黄萍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三幼儿园集团园长
             中学高级教师，成都市学科带头人
             成都市学前教育专委会 常务理事
成都市首届“师德百佳”，“感动成华教育十大人物”。所在的成都市第十三幼儿园被评为成都市一级园、“四川
省示范性幼儿园”、“成都市示范性幼儿园”。

议题：如何打造音乐艺术幼儿园议题：如何打造音乐艺术幼儿园
    特邀：祁娟 博士特邀：祁娟 博士
             北京乐蓓儿国际音乐教育集团 创始人、总裁
             美国奥尔夫协会 注册会员
             国际全人音乐教育学会 驻华副会长
             韩国国立奥尔夫研究所 驻华发言人
             中国教育协会”十二·五“奥尔夫子课题，《奥尔夫音乐艺术与幼儿一日活动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组 组长

议题：园长如何解决教师情绪问题议题：园长如何解决教师情绪问题
    特邀：陈衍行 特邀：陈衍行 
             北京厚普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国家二级注册心理咨询师
             IHNMA国际认证催眠治疗师

议题：掌握招生三大策略，打造有教育气质园所议题：掌握招生三大策略，打造有教育气质园所
    特邀：杨景郁特邀：杨景郁
             资深幼儿园招生运营专家
某上市幼教集团前市场营销部总监，新开园市场营销项目负责人；19年儿童教育机构运营管理经验，擅长异地开园
所市场运营工作；100余所新开园招生实战积累，创造教育机构开园200人招生业绩；创造未开园状态招生150人，
开园满园业绩。

 



大专题《家园关系管理》大专题《家园关系管理》

议题：家园共育有效性实践探索议题：家园共育有效性实践探索
         ——         ——用“最美”家风班风支撑“更美”园风用“最美”家风班风支撑“更美”园风
    特邀：邹平 特邀：邹平 
             北京市特级教师、高级教师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北京市优秀园长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幼儿园园长 
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幼儿园和小学双向衔接提高幼儿入学适应性研究》。“十三五”期间承担《创建新
型幼儿园保教工作管理机制提高幼儿入学适应能力的研究》和《幼儿园亲职教育的有效性实践策略研究》。

议题：关怀成长 服务家园议题：关怀成长 服务家园
                  —— 如何让幼儿园成为家庭教育的引领者—— 如何让幼儿园成为家庭教育的引领者
    特邀：巫春红特邀：巫春红
             四川省妇联优秀骨干讲师
             四川省巾帼建工标兵
             《育儿周刊》特聘家庭教育专家
从事幼儿园管理工作十余年，七年家庭教育研究推广，熟悉幼儿园家园共育，以及幼儿园家庭教育开展，幼儿园家
长资源管理及应用。

议题：优化管理，整合资源，谱写家园合作新篇章议题：优化管理，整合资源，谱写家园合作新篇章
    特邀：黄虹 特邀：黄虹 
             无锡市学科带头人、中学高级教师
             无锡市陈鹤琴研究会理事
             无锡市侨谊幼儿园金科园园长
在长期的教育和管理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崇尚以人为本的理念，善于激发每
位员工的积极性，幼儿园先后被评为江苏省优质园，江苏省课程游戏化建设园。

议题：从家园共育到家园教育者同盟议题：从家园共育到家园教育者同盟
    特邀：孔芹特邀：孔芹
             北京大爱思想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
             北京大爱幼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总监
             全国百佳园长

 

大专题《0-3婴托教育》大专题《0-3婴托教育》

议题：托婴中心与幼儿园的无缝对接议题：托婴中心与幼儿园的无缝对接
    特邀：陈静 硕士特邀：陈静 硕士
             0-3婴托教育专家
             蒙台梭利资格教师、奥尔夫音乐资格教师
             婴葆教育创始人

议题：从心出发：谈台湾0-3岁全日制托育课程模式议题：从心出发：谈台湾0-3岁全日制托育课程模式
    特邀：李静晔 博士特邀：李静晔 博士
             中华青少年儿童福利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台湾师大特殊教育所资优组博士  
             中国台湾教育辅导公私立幼儿园委员
             中国台湾公办民营托婴中心顾问
             中国台湾0-3育婴培训讲师
             中国台湾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幼保系讲师

议题：社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的特色定位与运营议题：社区早期教育指导中心的特色定位与运营
    特邀：杨莹特邀：杨莹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管理学博士
             小神龙教育集团 董事长 创始人
             北京育儿家教育  创始人



             民办教育机构领军人物 

更多专题和议题，待下期发布更多专题和议题，待下期发布

 

大专题《特级教师讲堂》大专题《特级教师讲堂》

同步直播：不能参会的园长和老师请“看直播”同步直播：不能参会的园长和老师请“看直播”

 

议题：从幼儿的视角创设师生都幸福的班级环境议题：从幼儿的视角创设师生都幸福的班级环境
    特邀：匡欣特邀：匡欣
             广东省特级教师，小学高级（副高级）
             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幼教教研员
26年坚持实践一线，不离开孩子的“专家”，善于轻松幽默演绎“讲师”，能手把手带教师的“指导师”。

议题：音乐、文学——儿童发展议题：音乐、文学——儿童发展
    特邀：方红梅特邀：方红梅
             上海市特级教师
             陈伯吹实验幼儿园园长
曾荣获全国特色教育先进工作者，两次荣获上海市园丁奖、上海市首届校园之星十佳管理之星。担任上海市兼职督
学等工作。

议题：教育——发展的桥梁议题：教育——发展的桥梁
    特邀：俞春晓特邀：俞春晓
             浙江省特级教师
             浙江省教坛新秀
             杭州市第一层次学科带头人
承担过教育部“贯彻<幼儿园教育纲要>”实验区、“以园为本教研制度建设”基地项目等课题研究。出版多部论
著，多篇论文在核心刊物发表，多次参与省市幼儿园各类教材的编写工作。目前主持的“俞教寓乐”智慧空间站是
浙江省网络名师工作室的优秀成员，充分凸显“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教研。

议题：研教师所需 解教师所惑议题：研教师所需 解教师所惑
                  —— 园本教研的设计与实施—— 园本教研的设计与实施
    特邀：陈立特邀：陈立
             北京市特级教师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学前部主任，高级教师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教师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名师工作室、工作坊主持人

 

大专题《名园长讲堂》大专题《名园长讲堂》

议题：多元机会潜能与早期全面发展议题：多元机会潜能与早期全面发展
    特邀：程跃 博士特邀：程跃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潜能发展心理学体系创始人
             国家教育部首批全国万名创新创业导师
             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色摇篮潜能开发婴幼园创始人
被誉为中国发展心理学博士创办婴幼园的“第一人”，家庭入户指导第一人，“中国学历最高的孩子王”，中国育
婴师行业提出者。

议题：解读《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办法》议题：解读《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办法》
    特邀：胡明特邀：胡明 
             国家督学、广西特级教师
             教育部《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新闻发布会特邀专家



             宋庆龄幼儿教育奖获得者
             广西教育学会幼儿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原广西区直第三幼儿园园长、党支部书记
曾领导的广西三幼成为教育部指定的全国首批广西唯一“贯彻《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行动计划”试点
园。撰写的多篇论文先后荣获全国、自治区论文评比一等奖。近年来，潜心研究并指导幼儿园规范办园，取得显著
成效。

议题：以自然为原点构建园本课程议题：以自然为原点构建园本课程
    特邀：江雅英特邀：江雅英
             小金星国际教育集团副总裁、福州地区总监
             全国优秀民办幼儿园园长
             福建省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 副会长
             福州市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 会长
从事幼教及管理工作36年，长期带领团队开展课题研究及课程研发工作。

议题：激发“心”动力——创新的积分制激励机制议题：激发“心”动力——创新的积分制激励机制
    特邀：高晓红特邀：高晓红
             北京银座教育集团总裁
             全国民办幼儿园模范园长
             绿色教育创始人
             多项国家级课题负责人
             一线研究型、实战型专家

议题：赋能三板斧，普惠不普通议题：赋能三板斧，普惠不普通
    特邀：李健 特邀：李健 
             红杉优幼总经理
             EMBA《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讲师

议题：幼儿园的“去中心化”梯队建设方案议题：幼儿园的“去中心化”梯队建设方案
    特邀：李明静特邀：李明静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亲子咨询师、育婴师、萨提亚心理咨询师
             金宝国际幼儿园集团培训总监
             “斑马老师”少儿英语执行董事

议题：从“看见儿童”起始的课改之路议题：从“看见儿童”起始的课改之路
    特邀：成勇特邀：成勇
             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幼儿园  园长
先后参与和组织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的全国、市、区、园级的课题研究。如担任教
育部“做中学”幼儿园、小学科学教育研究项目等。

议题：基于现代视野的中国传统节日教育议题：基于现代视野的中国传统节日教育
    特邀：何世红特邀：何世红
             中小学高级教师、成都市学科带头人
             教育部园长培训中心实践教学指导专家
             成都市等级园评审专家
             现任成都市第十四幼儿园园长

议题：区域幼教综合服务体的运营及管理议题：区域幼教综合服务体的运营及管理
    特邀：巩民特邀：巩民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
             徐州市大地阳光幼教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国内第一家区域幼教综合服务体创始人

议题：徐玲兵法——从1年满园到区域集团全攻略议题：徐玲兵法——从1年满园到区域集团全攻略
    特邀：徐玲 博士特邀：徐玲 博士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北师大教育管理博士生
             美国常青藤教育学院集团中国区总裁



             阳光雨露集团董事长

 

大专题《四川幼教论坛》大专题《四川幼教论坛》

特邀点评专家和主持人：特邀点评专家和主持人：
待发布待发布

 《一：园长的核心素养与能力论坛》《一：园长的核心素养与能力论坛》

议题：专业教师的团队化议题：专业教师的团队化铸造铸造之路之路
    特邀：贺芳   特邀：贺芳   金苹果学前教育集团总经理

议题：幼儿园园长的五项修炼议题：幼儿园园长的五项修炼
    特邀：余琳特邀：余琳
             成都市第十六幼儿园园长 四川省特级教师

议题：强化两个引领，构筑专业团队议题：强化两个引领，构筑专业团队
    特邀：徐途琼   特邀：徐途琼   成都市天府新区华阳幼儿园 园长

《二：幼儿园课程发展论坛》《二：幼儿园课程发展论坛》

议题：走向未来的教育，培养聪慧的儿童议题：走向未来的教育，培养聪慧的儿童
    特邀：高翔   特邀：高翔   四川省教科所幼教 教研员

议题：运用“自创符号”深化儿童游戏课程议题：运用“自创符号”深化儿童游戏课程
    特邀：何云竹   特邀：何云竹   绵阳花园实验幼儿园 园长

议题：建构优质园本课程，提供有质量的教育议题：建构优质园本课程，提供有质量的教育
    特邀：许芊芊   特邀：许芊芊    蒲江县南街幼儿园 园长

议题：回到教育原点 创造完满生命议题：回到教育原点 创造完满生命
                  —— 机关二幼园本情感课程建设之路—— 机关二幼园本情感课程建设之路
    特邀：黄洁   特邀：黄洁   成都市金牛区第二幼儿园 园长

议题：课程系统的效果评价促进课程发展议题：课程系统的效果评价促进课程发展
    特邀：李佳   特邀：李佳   蓬溪县机关幼儿园 园长

《三：幼儿园儿童发展评价论坛》《三：幼儿园儿童发展评价论坛》

议题：遇见自然观察和真实性评价议题：遇见自然观察和真实性评价
    特邀：谢蓉   特邀：谢蓉   成都军区机关第一幼儿园 园长

议题：主动学习：从发现到发展议题：主动学习：从发现到发展
    特邀：蔡敏艳   特邀：蔡敏艳    乐山实验幼儿园业务园长

议题：发现孩子，重建自我议题：发现孩子，重建自我
    特邀：李晗   特邀：李晗   《育儿周刊》主编

议题：千家幼儿园的儿童发展研究，议题：千家幼儿园的儿童发展研究，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育启发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育启发
    特邀：郝振博   特邀：郝振博   读懂儿童教育研究院助理院长

……

提示提示：：还有部分专家学者、企业领军人物如：还有部分专家学者、企业领军人物如：
            原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            原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
                        秀强教育卢秀强秀强教育卢秀强
                        红缨教育王红兵红缨教育王红兵
                        宁谊文化姚毅宁谊文化姚毅
                        威创股份威创股份
                        等的专题报告、论坛等，很快会发布。等的专题报告、论坛等，很快会发布。 



《特色幼教工作坊》《特色幼教工作坊》

 专题：你想做年收费24万元的幼儿园吗？专题：你想做年收费24万元的幼儿园吗？
                  ——中国最高端幼儿园战略——中国最高端幼儿园战略
    主讲：潘跃勇主讲：潘跃勇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
             北京水米田教育集团董事长
             美国James Pan  教育公司董事长
             北京大学EMBA
             北京大学MBA特聘导师
             山东大学兼职教授

专题：幼教机构如何利润倍增 专题：幼教机构如何利润倍增 
    主讲：赵芮主讲：赵芮
             北京金八力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北京炫华教育生态集团董事长
             山东滕州小博士学校董事长
             山东爱学童幼儿园董事长
有16年校外培训学校运营经验，擅长战略规划、团队建设、活动招生、盈利模式设计。

 

专题：共赢新时代：幼教“人”成长的中国方案专题：共赢新时代：幼教“人”成长的中国方案
    主讲：赵春梅 主讲：赵春梅 大爱研究院院长 |  大爱幼管董事长  
             李婷              李婷 大爱幼管总裁          
             孔芹              孔芹 大爱幼管业务总监         
             刘德胜              刘德胜 大爱幼管市场总监      
             刘春国              刘春国 大爱幼管高校总监

专题：用三课二评体系，构建2030年的幼儿园 专题：用三课二评体系，构建2030年的幼儿园 
    主讲：夏勍 博士 主讲：夏勍 博士 
                          北师大Siegler创新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哥大诺博教育 董事长兼CEO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
                          北京市青联委员
诺博教育是全国首家以幼儿园教育管理为核心业务的新三板上市公司，通过幼儿园委托经营、诺博教育 体系导入、
儿童评测产品同幼儿园投资者、管理者合作建立家长信任的高品质幼儿园

专题：中+美教育的幼儿园本土化实践思考 专题：中+美教育的幼儿园本土化实践思考 
    主讲：翟乾宇 主讲：翟乾宇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专委会副理事长
             鼎奇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专题：选优质平台 办高品质园 专题：选优质平台 办高品质园   
    主讲：曹蓉 硕士主讲：曹蓉 硕士
             亿童文教培训部管理督导部负责人
             亿童教育装备研究院研究员
20年学前教育和管理培训经验，10年幼儿园运营管理经验，现在带领督导管理团队对幼儿园经营管理进行全方位辅
导和管理，全面提升幼儿园办园品质。

专题：新政下幼儿园财务管理的应对策略 专题：新政下幼儿园财务管理的应对策略 
    主讲：邓冠成 硕士主讲：邓冠成 硕士
             北京蝉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知了副总经理
             幼教信息化专家

专题：专题：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下幼儿园盈利新模式 下幼儿园盈利新模式 
    主讲：彭毅 主讲：彭毅 
             贝聊创始人、CEO
             中国幼教常青藤俱乐部联合发起人及理事



专题：体验式幼儿园与新商业模式 专题：体验式幼儿园与新商业模式 
    主讲：王望平主讲：王望平
             体验式幼教模式创始人
             互联网幼儿园免费模式创始人
             六壹蕾蒙（北京）国际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
             新加坡六壹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
             互联网商业模式营销策划资深专家

专题：中国式幼教联盟共商共赢会专题：中国式幼教联盟共商共赢会
    主讲：高晓红主讲：高晓红
             北京银座教育集团总裁 
             全国民办幼儿园模范园长
             绿色教育创始人
             多项国家级课题负责人
             一线研究型、实战型专家

专题：幼教中国的机遇与探索专题：幼教中国的机遇与探索
    主讲：李文科主讲：李文科
             CCTV《聚焦品牌》栏目特邀嘉宾
             中国金牌园长运营管理华师学院执行院长
             中国金牌园长运营管理华师学院首席讲师
             华师聚优国际幼教集团董事长

专题：未来园所核心竞争力专题：未来园所核心竞争力  
    主讲：郝艳芸  主讲：郝艳芸  
             通才教育集团幼教总监
             国际注册胎教指导师
             国家高级育婴师
             山西工商学院通才幼教研究院院长

专题：大角色儿童戏剧与幼儿生活一日融合专题：大角色儿童戏剧与幼儿生活一日融合
    主讲：奥子主讲：奥子
             国际全人音乐教育协会 秘书长
             美国奥尔夫协会 注册会员
             韩国国立奥尔夫研究所 认证教师
             国际奥尔夫音乐艺术教育学院 首席讲师

专题：德国森林（体验式）幼儿园与小孩性格能力塑造 专题：德国森林（体验式）幼儿园与小孩性格能力塑造 
    主讲：谢骞主讲：谢骞
             安徽爱依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专长：学前教育的思维训练研究、图形对K12领域学习与记忆的影响研究、环境与儿童成长、机器人与儿童成长的
影响研究。

专题：幼儿园游戏化活动中心及课程的建立  专题：幼儿园游戏化活动中心及课程的建立  
    主讲：王欣 硕士 主讲：王欣 硕士 
             贝板深度思维课程教育内容及产品研发总负责人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心理与治疗专业硕士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学士
拥有十多年儿童早教行业的经验，结合音乐心理学专长，成功研发出一套针对儿童早期能力开发的方法。

专题：特色主题点亮幼儿户外运动活动 专题：特色主题点亮幼儿户外运动活动 
    主讲：钱馨武主讲：钱馨武
             幼体联战略发展顾问
             幼体联教研课题组核心成员之一
长期从事幼儿体育、体智能教育、幼儿活动、幼儿运动课程方面的研究开发。出版有《体智能教育法理论基础及应
用》等多部。

专题：让情商教育走进每一个家庭 专题：让情商教育走进每一个家庭 
    主讲：祝贺 博士主讲：祝贺 博士



             北京家园共育教育科技中心副总裁 
             研发中心负责人
             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 国际注册催眠师 
             《睿智情商》创始人之一

专题：专题：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机器人老师协助教学）与教育（机器人老师协助教学）与教育  
    主讲：王昆仑主讲：王昆仑
             安徽爱依特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开发部长
专长：物流运输机器人；视屏图像算法；机器人辅助定位及直播购物、自动跟拍机器人等研究并拥有多项发明专
利。

专题：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 专题：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 
    主讲：徐平 主讲：徐平 
             安徽爱依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专长：服务机器人应用与开发；教育信息化、机器人协助教学理论研究；机器人现场交互与课件转化研究，教育平
台型经营研究。

专题：联帮在线，让每一个幼儿园都能连接世界 专题：联帮在线，让每一个幼儿园都能连接世界 
    主讲：王秀 主讲：王秀   
             国家高级育婴师 
             国家儿童心理咨询师
             国家亲子指导师
             专业家庭教育指导师

专题：观察儿童学习，支持儿童成长专题：观察儿童学习，支持儿童成长          
    主讲：孔起英 教授 主讲：孔起英 教授 
             南师大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学前教育学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中国3-6岁儿童发展与学习指南》编写专家组成员

专题：如何构建高品质、可落地的国际教育课程体系专题：如何构建高品质、可落地的国际教育课程体系
    主讲：陈曦 主讲：陈曦 
             IEEP国际探究教育研究中心教研主任
             教育部《未来学校2020指南》课题组成员
陈曦老师对国际主流教育体系有深入研究，本次将就国际教育课程构建、老师培训与实施、家园学习者社区构建等
话题与大家充分交流。

专题：发展适宜性实践在中国——什么是真正的DAP 专题：发展适宜性实践在中国——什么是真正的DAP 
    主讲：张健丽 硕士 主讲：张健丽 硕士 
             美国迪恩捷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
             硕士 美国CDA培训师
             美国亚利桑那州幼儿教育理事会理事
             美国亚利桑那州优质幼教教师培训师
             美国亚利桑那州中部社区大学学前教育委员会顾问

专题：提升教师能力、降低综合成本的全新素质教育模式专题：提升教师能力、降低综合成本的全新素质教育模式
    主讲：刘金恒 主讲：刘金恒 
             策划人，导演
             北京盛龙教育传媒 首席执行官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中传北广传媒运营总监
             曾任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策划总监 
             曾任北京博微天道品牌策划中心策划总监

专题：民办幼儿园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分析 专题：民办幼儿园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分析 
    主讲：薛二勇 教授  主讲：薛二勇 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 青年学者
             教育部清华大学科技-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专题：幼教下半场，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之路专题：幼教下半场，民办幼儿园的发展之路



    主讲：任桂霜 主讲：任桂霜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学士
             青苗荟幼儿园创始总园长
             青苗荟儿童产业集团全国总督学、教育总监
             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幼儿个性化成长及应用研究”课题特聘专家

专题：中国0-3岁早教托育服务理念和模式专题：中国0-3岁早教托育服务理念和模式
  主讲：杨祖香  主讲：杨祖香  
             北京华夏爱婴咨询公司创始人
             北京华夏爱婴教学总督导
             北京大学孕婴童课题组特聘讲师

专题：智能时代，科技助力园所打造国学特色音乐启蒙教育专题：智能时代，科技助力园所打造国学特色音乐启蒙教育
    主讲：李君主讲：李君
             原高校古筝教师
             “古筝趣味启蒙教学法”创始人
             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会员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古筝专业委员会会员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
自幼习筝，先后师从尹群、孙卓、周望等筝家。2010年始，研究并创立“晨语古筝趣味启蒙教学法”。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费用费用

1、参会会务费1500 元/人，含场地、资料、学习等费用，以《参会证》形式体现。住宿费和往返交通费自理。一人
参会1500元。当两人组队一起报名缴费，组委会用直接减免的方式，补助每人交通费300元。同一笔2人缴2400
元，3人缴3600元，以此类推。

• 由于需要提前准备会议资料、会议场地、参会电子胸卡等，如报名缴费后不能参加学术交流，会务费不予退还，
可延期到下届参加。（可提供会务费发票）

2、为促进园所之间的交流，开阔园长的办园思路与视野，4月12日《亚洲幼教年会-成都名园行》走进18所名园。
参加互访观摩活动420元/人，需另报名缴纳费用和开具发票。

参会报到时间及地点参会报到时间及地点

• 2018年4月11日-12日及13日07:30-08:30

• 西部国际博览城9号厅签到大厅（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