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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教育“走出去” 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在我校成立
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近日佳讯频传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22 日

上午，我校举行长三角一体化研

究成果发布会，在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周

年之际，集中发布 13 份复旦长三

角研究报告以及 4 份长三角高校

智库联盟单位的研究成果。

发布会上半场集中发布《复

旦智库报告 - 上海·长三角系

列》。该系列由复旦发展研究院

重点打造，致力于服务和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至今已形成 13

份报告，内容涵盖科技、金融、能

源、城市治理、商业发展等方面。

此次重点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

一体化水平评估与政策创新》

《区域发展绩效评估 - 以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例》《长三角

政府数据开放一体化评估》和《长

三角科技金融一体化评估》4 份

评估报告。

发布会下半场集中发布长三

角高校智库联盟单位的有关成

果，包括复旦大学的《复旦 - 银

联智惠长三角城市消费活力指数

研究》，南京大学的《“一带一路”

交汇点：长三角高质量的对外开

放》，浙江大学的《数字长三角战

略 2019》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长三角一体化 新科技新金融·

2019 合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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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2 日上午，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一带一

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以下简

称“分会”）在我校成立。

分会是由国内致力于“一带

一路”教育国际交流院校等教育

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

社会组织，隶属于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分会首批理事单位 34

家，我校为理事长单位，分会秘

书处设在我校。

分会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切实落实《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要

求，推动教育领域国际交流蓬勃

发展，更好发挥教育在推动民心

相通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我国教

育“走出去”，进一步提升我国教

育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分会将

在协会《章程》的规定框架下，围

绕分会业务，为所属的会员单位

提供国际交流合作的专业平台，

聚力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

体，促进区域教育发展，全面支

撑“一带一路”建设。

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理事会理事、理事长、副理事

长和秘书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副会长、校党委书记焦扬，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厦门大学原校长朱崇实，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秘书长

赵灵山，以及分会第一届理事会

首任理事长、副校长陈志敏共同

为分会的成立揭牌。会议还成立

了分会功能型党支部，审议了分

会工作办法和工作计划等，为将

来“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

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

焦扬在讲话中代表复旦大

学和“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进

委员会，向各校代表表示欢迎，向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成

立表示祝贺，向教育部、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和兄弟高校的长期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她指出，教育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

性、先导性作用。近年来，复旦大

学始终把加强“一带一路”教育国

际交流合作作为积极践行“四个

服务”、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举措，开展了包括整合跨

学科研究力量、构建国内外智库

网络、创立国际性合作平台、推动

常态化人文交流在内的一系列工

作。

焦扬强调，成立“一带一路”

教育国际交流分会，是各级各类

学校和教育机构服务“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和教育合作的新起点，要

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进一

步落实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

划；有效集聚各单位特色优势，进

一步形成“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

流合力；打造“一带一路”教育共同

体，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国

际交流能级提升。她表示，希望分

会在协会的领导下，夯实基础、健

全机制、拓展渠道，充分依靠会员

单位，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国际

交流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人民

心里走，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包

容、平等、互鉴的国际教育合作体

系。复旦大学将虚心向兄弟单位

学习，全力以赴做好日常协调和

联络沟通工作，为分会的运行发

展提供服务、做好保障。

赵灵山在讲话中指出，“一带

一路”教育合作是我国教育国际

合作与交流的顶层设计，是我国

教育逐步走向世界教育中心的路

线图，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推进

国际交流合作的抓手。他强调，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要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要发挥好理事会、会员单位

和专家的作用，成为从事“一带一

路”教育合作交流工作者之家。要

突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

合作为特色，打造品牌项目，服务

国家战略，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当选理事长，陈志敏在

讲话中表示，将认真研究工作，在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推进委员会的指

导下，和分会各位副理事长、理事

和会员单位共同发挥好这一崭新

平台的作用，汇聚力量和智慧，为

“一带一路”教育交流与合作提供

新的推动力。他指出，“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唇齿相依，教育交流渊

源流长，教育合作前景广阔，携手

发展教育，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的伟大事业。理事会将秉承宗旨，

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国际

交流的开展，促进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不断发展，同时为会员单

位提供更大更好的平台，携手共

建“一带一路”。

据悉，“一带一路”教育国际

交流分会将致力于促进教育国际

交流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协调行

动，更好地推动和扩大人文交流，

加强教育互利合作，开展人才联

合培养，形成更为厚实的民心相

通人文基石，推动构建“一带一

路”教育共同体，共同提升教育国

际化水平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能力；整合国内外高等教育、职业

教育、基础教育等各层次院校学

科专业、合作伙伴资源优势，对接

整合，形成推动“一带一路”教育

国际合作的大平台，为世界教育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建

立各方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形

成教育服务发展，发展促进教育

的良性互动。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

来，复旦大学在智库、校地合作、

国际网络等多个层面进行了完整

布局。作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

联盟五家共同理事长单位中唯一

的高校，复旦大学创新高校智库

模式，建立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

研究院，构建政治、经济、法律、社

会、新闻传播、生态、公共卫生等

多学科的“一带一路”研究集群，

形成全学科的研究能力。同时，

复旦大学还与甘肃、云南、广西、

浙江、山东等“一带一路”重要省

市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服务地

方“一带一路”建设，并建立多个

区域性大学联盟，以及金砖国家

大学联盟，为形成“一带一路”的

国际网络打好了基础。

文 / 何叶 李沁园

本报讯 近日，全国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根据“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7 年

来的办刊情况，遴选了 21 家优秀

期刊，并从各期刊推荐的文章中

通过专家评审遴选了 18 篇优秀

文章。我校入选 2 篇，入选数在

全国高校中名列第二。哲学学院

吴晓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

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俞吾金的

“运用分析方法研究国外马克思

主义”入选。

在刚结束的“上海市社联

2019 年度十大推介论文评选”

中，我校入选论文数雄踞第一，6

篇入选论文分别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

性”（哲学学院吴晓明）、“从认识

的转向到实践的转向看现当代哲

学的发展趋势”（哲学学院刘放

桐）、“经济周期视角下的中国财

政支出乘数研究”（经济学院陈诗

一、陈登科）、“双重逻辑交互作用

中的党治与法治”（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陈明明）、“主观变量

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胡安宁）、

“从正式帝国到非正式帝国———

王家殖民地学会图书馆馆藏目录

对 帝 国 空 间 的 不 同 想 象

（1881-1977）”（历 史 学 系 朱 联

璧）。

在刚公布的 2019 年度（第十

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中，

我校入选人数第一，4 位入选者

分别是：李辉（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沈可（社会发展与公共

政策学院）、马建标（历史学系）、

张梦翰（现代语言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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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22 日，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 2019 年年会在

复旦大学举行。以“中国之治：面向

未来十年的世界———贯彻落实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题，本届

论坛年会由复旦大学与光明日报

社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与光明智

库承办。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

门负责人及智库专家学者近 200

人参加本届年会。

2020 年是“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阶段，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之年。中国高校智

库应当勇担使命、主动作为，不仅

要积极因应时代关切，为国家崛

起贡献智慧，同时也要为全人类

的美好未来提供思想，展现价值。

校党委书记焦扬、光明日报

社总编辑张政、教育部社科司副

司长谭方正出席全体大会并致

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宁波大学人才强国战略研究

院院长薄贵利，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

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

理事长、科技部调研室原主任胥

和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许耀桐，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作主

旨演讲。副校长陈志敏主持全体

大会。

中国大学智库论坛已成功

举办六届年会，持续推动中国高

校智库服务国家战略，增进协同

开放，发出中国声音。在全体大

会之外，本届年会特设长三角一

体化研究成果发布会和青年特

别专场，分别展示长三角高校智

库研究成果与全国优秀博士生

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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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智库论坛2019年年会举行

我校发布长三角一体化系列研究成果

姻 焦扬、朱崇实、赵灵山、陈志敏为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分会揭牌 摄 / 杜雯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