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四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论坛》

会 议 通 知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将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总

结首轮建设成效，做好支持政策衔接调整，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围绕

“‘双一流’建设与评价”主题，武汉大学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分别于 2017 年

（在武大）、2018 年（在杭电）和 2019 年（在江西师大）成功举办了三届“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评价论坛”（简称全国“双一流”论坛），共计

1500 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领导、中层干部、专家学者与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得到了学界与政界的充分认可和广泛好评。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第四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论坛”（含“双万”计划建设与评价

研讨）将于 2021 年 11 月 6-8 日在西安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议题和内容

会议主题：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主要议题

1.双一流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国际借鉴研究；

2.双一流建设的评价体系与动态调整研究；

3.双一流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实现路径研究；

4.双一流建设的成效评价思路与指标体系优化研究；

5.“定量评价、定性评议和参考第三方评价结果”相结合的综合方法研究；

6.推进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

7.基于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高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

8.高质量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

9.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研究；

10.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培养研究；

11.一流专业建设和一流课程建设的“双万计划”研究；

12.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研究；

13.高校学科专业结构的优化路径研究；

14.高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研究；

15.以第三方评价支持双一流建设的机制研究；

16.五大世界一流大学评价体系的比较研究；

17.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改革研究；

18.学习领会《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文件精神；

19.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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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组织形式和主要内容

会议采取大会报告与分论坛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主要内容如下：

1.教育部原副部长、本次《论坛》主席周远清教授作视频致辞；

2.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全国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本次论坛主席钟

秉林教授作大会主旨报告；

3.著名专家的精彩大会报告；

4.全国高校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政策解读；

5.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改革思路和方案研究；

6.2021 年“金平果中评榜”评价结果发布：

（1）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报告；

（2）国内外学科分类对应和统一的 108 个一流学科评价结果与分析；

（3）中国一流大学年度发展指数评价结果与分析；

（4）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评价报告（2021）；

7.排名前 10 位的一流大学建设经验交流报告；

8.优秀论文报告与交流；

9.为优秀论文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等。

二、会议组织

主 办 单 位： 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杭电）

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

高教强省发展战略与评价研究中心（浙江智库）

承 办 单 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合 办 单 位： 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

陕西省教育厅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评价与管理》编辑部

协 办 单 位：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社

《大学教育科学》杂志社

《高教发展与评估》杂志社

北京新锦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媒体支持单位：中国网（http:// www.china.com.cn/）

《中国高教研究》杂志社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杂志社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社

http://ww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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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坛》主席及执行主席

1.《论坛》主席

周远清教授：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

钟秉林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原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国

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

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高

等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

王建利书记：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书记。

朱泽飞校长：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副

会长。

王树声校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张应强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华中科技

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肖纯博士: 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主席、郑州西亚斯学院创办人兼理事长。

2.《论坛》执行主席

邱均平院长：武汉大学二级教授、珞珈杰出学者（1.2 级）、教育学和管理

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创始人、首届主任

（12 年）、首席专家。现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

院长、数据科学与信息计量研究院院长、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高教强省发

展战略与评价研究中心（浙江智库）主任、Data Science and Informetrics 主

编之一、《评价与管理》杂志主编，金平果排行榜（“中评榜”）“四大评价报

告”品牌创立者和知识产权人，曾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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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坛》秘书长

赵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苏 强：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教强省发展战略与评价研究中

心（浙江智库）执行主任。

四、参会对象

1.全国各高校有关领导、发展规划处、教务处、学科建设处、质量管理与督

导办公室、科研处、研究生院、高教所、教育学院和教育科学研究院师生与相

关部门的领导及工作人员；

2.教育系统各级领导及管理人员、各级教育评价机构、第三方评价机构领导

和评估人员；

3.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会议论文作者；

4.关心并希望了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行业、企业界人士，各种媒体和

新闻工作者等。

五、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6-8 日（6日报到、8日下午离会）

会议地点：西安大雁塔假日酒店（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 398 号, 联

系电话：029-88668877）

报到地点：西安大雁塔假日酒店 5 楼大堂，具体地址同上。

六、会议报名及缴费

1.会议费用

论文第一作者每人 1000 元；会前缴费者每人 1200 元；在校全日制硕士生和

博士生凭学生证每人 800 元；会议现场刷卡或现金缴费者每人 1300 元，食宿及

差旅费自理。

2.报名及缴费方式

请用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后请通过支付宝、微信、银联

云闪付、银行转账缴纳会务费，并在备注栏注明“双一流论坛”、单位名称、每

位参会人员姓名及缴费金额。会前缴费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0 日 2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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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会务费由杭州脉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为收

取并开具发票。

户 名：杭州脉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账 号：3301 0401 6000 0869 720

长按识别报名缴费 开户行：杭州银行下沙开发区支行

联系人：於珈印 手机：13656637373

七、有关说明

1.论坛征文截稿时间推迟到 2021 年 10 月 25 日，请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秘书处邮箱：sylsecretariat@126.com。具体要求请详见征文通知。

2.为了鼓励和促进“双一流”研究和推动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论坛》组委

会决定将 2019 年 1 月-2021 年 10 月正式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也列入评奖范围；

作者必须本人参会交流或到会领奖，否则，将取消评奖资格。

3.会议住宿安排在西安大雁塔假日酒店。由于房源紧张，请参会人员务必在

报名截止前(10 月 30 日)提交回执单，会务组将根据缴费次序依次安排房源。未

按时提交回执的参会人员，请自行安排住宿。

4.由于会议规模较大，参会人数较多，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特邀专家除

外），请参会人员自行乘坐交通工具到西安大雁塔假日酒店（见附件 1）。

八、其他注意事项

1.会议信息发布方式

《论坛》相关信息将在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网、中国科教评价网、“金平果”

评价网以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敬请关注。

2.会议相关联系人

会务组: 蔡冬冬老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7782563646

学术组：王姗姗老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1777179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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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四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论坛入群方式

为方便及时了解会议相关事宜，请扫码《第四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

论坛》代表微信入群。(如无法扫码，请与管理人员联系，手机号: 13116759315，

微信号 jiarencaiwu )

4.防疫注意事项

按照西安市政府疫情防控要求，需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方可入境，具

体要求如下：

（1）乘坐航班前往西安市需提前在出发地登机前做好核酸检测方可进入机

场安检，否则机场将拒绝登机。

（2）乘坐地面交通工具（如自驾、火车、高铁、大巴等）可到达西安市火

车站再做核酸检测，即到即测，无需等待即可离开，西安市本地人员无需核酸检

测证明。

以上请各位参会代表严格遵守并做好行程安排，以免影响参会，谢谢大家的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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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西安大雁塔假日酒店交通指引

一、宾馆信息

地 址：西安大雁塔假日酒店（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东段 398 号）

联系电话：029-88668877

酒店价格: 标间(460元)；大床房(460元)

二、交通指引

1.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距离酒店 41 公里】

①出租车：打表费用 120 元左右。

②大 巴: 乘坐机场大巴陕西历史博物馆线(运营时间：07:40--19:40)至陕西

历史博物馆下车，步行 500 米至大雁塔假日酒店。

2.西安北站(高铁站)【距离酒店 24 公里】

①出租车: 打表费用50元左右。

②地 铁: 乘坐地铁 2号线（韦曲南方向）在行政中心下车，换乘地铁 4号线

（航天新城方向）在西安科技大学站下车，步行 1000 米至大雁塔假日酒店。

3.西安火车站 【距离酒店7.8公里】

①出租车: 打表费用20元左右。

②公 交: 乘坐公交309路（火车站东）上车，至长安大学（文艺路南口）下车，

步行500米至大雁塔假日酒店。

③地 铁: 乘坐地铁4号线（航天新城方向）在五路口下车，在西安科技大学站

下车，步行1000米至大雁塔假日酒店。

“第四届全国‘双一流’建设与评价论坛”秘书处

2021 年 10 月 14 日


	酒店价格: 标间(460元)；大床房(46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