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办单位：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北京市职业教育学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行业教育分会和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信息化工作委员会

二、会议内容

（一）12 月 21 日上午：

1．教育部领导作报告。

2．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领导发言。

3．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领导发言。

4．院士、专家代表作报告。

5．学术委员会换届大会，为学术委员会顾问、特聘专家颁发证书。

（二）12 月 21 日下午：

同期举办四个分论坛，围绕“智能制造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职

业教育类型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教学、教法

改革”“百年变局与职业教育支撑强国建设”进行专题研讨。

（三）12 月 22 日上午：

交流总结大会

三、参会人员

1. 教育部有关司局领导、负责人

2. 各兄弟协（学）会代表

3. 各地方职教协（学）会、行业教育协（学）会代表







附件 1

论坛会议议程

大会议程

注：12月 21 日上午 8:00—9:30，召开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

员会换届大会。具体议程以实际安排为准。

时 间 内 容

12 月 20 日下午 报到（北京会议中心 9号楼一楼大厅）

12 月 21 日

（9:30-12:30）

教育部领导作报告

颁发学术委员会顾问、特聘专家证书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有关领导发言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领导发言

院士、专家代表作报告

12 月 21 日

（14:00-18:00）

分论坛 1 智能制造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分论坛 2 职业教育类型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分论坛 3 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教学、教法改革

分论坛 4 百年变局与职业教育支撑强国建设

12 月 22 日上午 交流总结大会

12 月 22 日下午 离会（13:30 之前退房）



分论坛 1：智能制造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承办单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行业教育分会和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联系人：姜亚楠 13810150176

（注：会议议程为拟定，以最终安排为准。）

时

间
内 容 题目/发言人 主持人

12

月

21

日

（

下

午）

主旨发言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所长 王扬南

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主任助

理 延建林

中国职业教育学会副会长 马树超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副会长、行

业教育分会会长、

机械工业教育发

展中心主任

陈晓明

校企对话

话题 1:企业在以智能制造促进产

业升级中的质量保障体系创新

话题 2: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

企业质量文化建设探索

话题 3:企业品牌建设与技术技能

人才质量素养培育

话题 4:职教本科（应用技术大学）

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话题 5:高职“双高”建设中的质

量提升新标志

话题 6:中等职业学校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创新举措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行业教育

分会副会长、有色

金属工业人才中

心副主任

宋 凯

行业、职教界知名专家学术点评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行业教育

分会副会长、全国

电商行指委副主

任

陆春阳



分论坛 2：职业教育类型与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承办单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时间 主旨发言 主持人

12月 21 日

（下午）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

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 陈锋

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高职

分会副会长 西

安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院长

赵居礼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业

技术教育学会高职分会会长、浙江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院长 丁金昌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高职发展

规划处副处长 任占营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

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和震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宁波工程

学院党委书记 苏志刚

联系人：周兰 13456978660

（注：会议议程为拟定，以最终安排为准。）



分论坛 3：数字化转型与教师、教学、教法改革

承办单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联系人：冯淑英 13911606003，张东英 13911605991

（注：会议议程为拟定，以最终安排为准。）

时间 主旨发言

12月21日

（下午）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 曾天山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

生导师、所长 徐国庆

深圳市越疆科技有限公司教育研究院（武汉市越疆智

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院长、教授、总经理 汤晓华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副院长、二级教授 郭福春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二级教授 侯风波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

终身教授 石伟平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名师 刘红燕

浙江省绍兴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研究员、语文特级

教师 戴智敏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

王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特级

教师 张伟

浙江嘉兴教育学院职业教育研究处处长 鲍加农

湖南三一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博士 张辉



分论坛 4：百年变局与职业教育支撑强国建设

承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时间 主旨发言 主持人

12月21日

（下午）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

长 鲁昕 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

副会长、对

外经济贸易

大学教育与

开放经济研

究中心执行

主任 史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正局级) 博士、研究员 王微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副会长/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国际商务教育专业委员

会常务副会长 郑樑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 夏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 孙诚

联系人：陈建伟 18911121264，秦冠英 15201133507

（注：会议议程为拟定，以最终安排为准。）



附件 2

出行路线

1.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会议中心

首都机场线转地铁 10号线（外环），在惠新西街南口站转地铁 5

号线，大屯路东站（B1口）出站。步行 90米，在公交站（地铁大屯

路东）换乘 569 路公交车，经 4站到北京会议中心下车。

2.北京南站—北京会议中心

地铁 14 号线东段（善各庄方向）转地铁 5 号线，在大屯路东站

（B1口）出站。步行 90米，在公交站（地铁大屯路东）换乘 569 路

公交车，经 4 站到北京会议中心下车。

3.北京西站—北京会议中心

地铁 7 号线（焦化厂方向）转地铁 5 号线，在大屯路东站（B1

口）出站。步行 90 米，在公交站（地铁大屯路东）换乘 569 路公交

车，经 4 站到北京会议中心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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