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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会人员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会会员单位 

四、时间和地点 

报到时间：5 月 25 日全天 

论坛时间：5 月 26 日全天 

（备注：5 月 26-28 日可参加高博会其他活动） 

地    点：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南江滨大道 198 号 

五、报名及缴费 

1.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官网（www.hie.edu.cn）或中

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官网（www.heexpochina.com）注册入口，

选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家教育高峰论坛专用入口进行在

线报名注册。 

2. 扫描以下二维码在线报名注册。 

 

注册 ID 是缴纳会务费的唯一凭据。会务费可以通过注

册网站在线缴纳或报到现场缴纳。网上在线缴费为 880 元/

人（在线缴费及注册系统于 5 月 23 日 20:00 全部关闭），报

到现场缴费为 980 元/人。因该论坛是“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2019·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安排包括会务费发票

一并由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会务费发票由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开具。 

会务费发票全面实行电子发票，缴费后电子发票将于 5

月 1 日之后开放下载。发票事宜咨询电话：010-84556560、

010-8455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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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时间 
报告人/ 

主持人 
会议名称 主题 

备注 

10:00-10:30 

都本伟 

“一带一路”研

究分会监事长、

东北财经大学

原党委书记 

分会第一

届常务理

事会第二

次会议 

1. 讨论中国高等教育“一带一路”研究分

会 2018 年工作报告及 2019 年工作计划 

2. 理事长关于调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

带一路”研究分会秘书长人选的建议的报告 

3.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

究分会会费收取及 2019 年度分会预算的说

明 

仅理事

参会 

10:30-11:30 

都本伟 

“一带一路”研

究分会监事长、

东北财经大学

原党委书记 

分会第一

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

议 

1.理事长代表第一届理事会作 2018 年分会

工作报告和 2019 年工作计划。 

2. 理事长宣读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议第

二次会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候选人并举手表

决秘书长、副秘书长。 

3. 审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

究分会会费收取及 2019 年度分会预算方案 

仅理事 

参会 

14:00-15:00 

周谷平 

“一带一路”研

究分会副事长、

浙江大学原党

委副书记 

第 二 届

“一带一

路”国家

教育高峰

论坛开幕

式 

嘉宾致辞（拟邀请）： 

1. 中国高等教育学学会领导 

2.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带一路”研究分

会理事长 

3. 福建省或福州市相关领导 

4. 承办大学校领导 

 

15:00-17：00 

晏世经 

“一带一路”研

究分会副理事

长、四川大学副

校长 

主论坛 

主旨发言（拟邀请）： 

1. 史志钦教授 

“一带一路”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2. 翟崑教授 

“一带一路”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3. 黄仁伟教授 

“一带一路”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执

行院长 

4. 卢光盛教授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周边外交中心首席专家 

5. 黄茂兴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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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HIGHER EDUCATION EXPO 

CHINA，简称高博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亚洲领先的集高等教育学术交流、教

学改革成果推介、现代教育高端装备展示、教师专业化发展

培训、科研成果转化、科技创新企业孵化、技术服务、贸易

洽谈等为一体的高品质、综合性、专业化的著名品牌活动。

“高博会”前身为创立于 1992 年秋的全国高教仪器设备展示

会，每年举办两届（春、秋各一次），已成功举办 52 届。目

前，“高博会”已成为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

成为政府、高校、企业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重要桥梁，成

为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家名片。 

2015 年该展会被纳入“商务部引导支持展会”；2017 年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入选“商务部首批展览业重点联系企业”（展

览组织单位）；2018 年 1 月，经教育部批复同意，展会正式

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18 年 12 月，展会荣膺

“2017-2018 年度中国会展品牌百强”称号。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官网（www.hie.edu.cn）、中国高

等教育博览会官网（www.heexpochina.com）或关注中国高等

教育博览会微信公众号了解展会更多动态。 

           

     （服务号）            （订阅号） 

http://www.heexpo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