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年会 

会议纪要 

2013 年 7 月 12-13 日，“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年会”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江苏省高

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主办，南京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承办，南京财经大

学公共财政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等单位协办。南农大副校长丁艳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分会理事长王善迈与

秘书长孙志军、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秘书长严燕，以及来自全省各地 41 所高校的 80 余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成立大会（附件 1）由南农大科研院党总支书记、高教所所长刘志

民教授主持。 

在成立大会上，丁艳锋副校长代表南京农业大学致欢迎辞，他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

了祝贺，对与会嘉宾和代表表示了欢迎，他表示省高教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将有助于促进我省教育经济研究及相关实践工作，凝聚我省教育经济理论与实践专门人

才，创造江苏特色的学术价值观念与理论。王善迈理事长代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

分会致辞，他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寄予了厚望。江苏省高教学会严燕秘书长

宣读研究会成立批准函并致辞，她表达了省高教学会对研究会的支持，并对研究会的未

来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研究会筹备组成员、南京财经大学黄斌副教授介绍了教育经济

研究委员会筹备历程并宣读章程草案（附件 2），提出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常务理事成员

推荐名单（附件 3和 4）。大会对名单进行了表决，并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严燕秘书长

随后正式宣布了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处领导机构名单（附件 5）。 

成立大会结束后，会议举行了第一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年会。著名教育经济学家、

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教授和苏州大学崔玉平教授分别作了大会学术报告。王善迈教授围

绕学术成果的借鉴与创新、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以及未来中国教育经济、财政面临的问

题，讨论了中国教育经济学未来研究方向。他指出对于前人的学术成果，首先是借鉴，

但目标是创新。关于大学学术研究与政府政策咨询，基础在于学术研究，只有在学术研

究做好的基础上才能为政策咨询服务。为了确保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王善迈指出应从教

育财政制度入手，在制度上保障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崔玉平教授围绕中国教育经济

学快速成长的动因、中国教育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及建设问题阐述了中国教育经济学学

科发展的特点与机遇。13 日上午的学术报告分教师和研究生两个专场举行。扬州职业大

学刘正良教授、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余霞副教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蔡亚奇、

南农大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博士生顾剑秀等进行了学术报告，研究会新当选的副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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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南京师范大学叶忠教授以及南农大公共管理学院刘晓光副教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

院宗晓华博士等主持了学术报告与交流会。在学术交流的教师专场，刘正良教授就中国

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的结构特征与优化路径发表了看法，余霞副教授提出了面向社会经济

需求的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问题。在研究生专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蔡亚奇、

南京农业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博士生顾剑秀分别就《区域高等学校人力资源配置效

率的实证研究》以及《从博士毕业生职业选择反思我国博士培养的变革路径》作了交流

汇报。与会代表热情地参加了讨论。 

在闭幕式上，研究会新当选的理事长刘志民作了总结讲话，就研究会的发展目标、

工作模式、工作要求等提出了设想。研究会新当选的秘书长黄斌介绍了今后的工作思路

和要点。闭幕式由研究会新当选的副理事长崔玉平主持。大会对会议优秀论文进行了表

彰，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分会孙志军秘书长等人对一、二、三等奖六位获奖者（附件

6）进行了颁奖。 

 

   附件 

1.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

年会会议议程 

2.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章程 

3.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理事成员名单 

4.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第一届常务理事成员名单 

5.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处成员

名单 

6.第一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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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年会 

会议议程 

2013 年 7 月 12-13 日  

 

日期 地点 时段 会议进程 主持人 

上

午 

翰苑大厦 

一楼大厅 
8:30— 12:00 参会代表报到  

中

午 

翰苑大厦三

楼中山厅 
12:00— 13:30 自助午餐  

开幕式 

14:00— 15:00

1.南农大丁艳锋副校长致辞； 

2.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王

善迈理事长致辞； 

3.江苏省高教学会严燕秘书长宣读

委员会成立批准函并致辞； 

4.南京财经大学黄斌副教授介绍教

育经济研究委员会成立历程，并宣

读章程（草案），提出理事会成员推

荐名单，并表决。 

刘志民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15:00— 15:20 合影  

15:20— 15:40 茶歇（理事会成员到原会场开会）  

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15:20— 15:40 

1.举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章

程草案、公布常务理事会会员推荐

名单，并表决； 

2.举行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公

布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

秘书长推荐名单，并表决； 

黄斌 副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 

大会第二阶段会议 

7 月

12 日 

下

午 

翰苑大厦十

一楼报告厅 

15:40— 16:00 
江苏省高教学会严燕秘书长宣布理

事会领导机构名单 

刘志民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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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点 时段 会议进程 主持人 

学术报告 

16:00—16:45 王善迈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下

午 

翰苑大厦十

一楼报告厅

16:45—17:30 崔玉平 教授 苏州大学 

叶忠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翰苑大厦 

紫金厅 
18:00—19:30 主办方招待晚宴  

7 月

12 日 

晚

上 
翰苑大厦 

五楼 2 号 

会议室 

20:00—21:30 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黄斌 副教授 

南京财经大学 

学术交流 

日期 地点 时段 会议进程 主持人 

教师专场 

08:30—09:00 刘正良 教授 （扬州职业大学） 

中国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的结构特征

与优化路径 

09:00—09:30 

余霞 副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南京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面向社会经济

需求的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研

究 

刘晓光 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09:30—09:50 茶歇 
 

研究生专场 

09:50—10:20 蔡亚奇 （苏州大学） 

区域高等学校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

实证研究 

10:20—10:50 

顾剑秀 （南京农业大学） 

是“管道的泄露”还是“培养的滞后”

——从博士毕业生职业选择反思我

国博士培养的变革路径 

宗晓华 博士 

南京大学 

上

午 

翰苑大厦十

一楼报告厅

10:50—11:20 

闭幕式 

1.优秀论文颁奖 

2.黄斌副教授介绍研究会未来工作

设想 

3.刘志民教授讲话 

崔玉平 教授 

苏州大学 

7 月

13 日 

中

午 

翰苑大厦一

楼西餐厅 
12:00—13:30 自助午餐 参会代表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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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会名称为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研究会”），英文译名

为：Committee for Education Economic Research of HEAJP，缩写： CEER·HEAJP。 

第二条  研究会性质：群众性教育学术团体，面向全省教育经济研究者，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第三条  研究会宗旨：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恪守学术平等，提倡实事求是；以繁荣江苏省教育经济学发展为己任，开展教育经济

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为江苏省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第四条  研究会在江苏省高教学会领导下，接受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和江苏省社科联

的业务指导，以及江苏省民政厅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研究会驻地为南京。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研究会的业务范围：（一）加强教育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教育经济学

科的发展。（二）对外发布会员的研究成果，组织教育经济相关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与优秀成果评选

活动，并积极向政府部门推荐会员优秀成果。（三）加强与相关学会及省内各单位会员高校的联系，

举办各类学术会议，组织会员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考察活动。（四）按照有关规定编辑出版教育经

济方面的学术书刊及信息资料，为会员提供教育经济科研资讯，搭建教育经济学科研交流平台，积

极创办学会会刊。（五）立足江苏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改革与发展中教育经济的理论和实际问

题，探索有区域特色的新经验和新途径，为江苏省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 

 

第三章   会  员 

 第七条 研究会采取理事单位、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制。 

 第八条 会员入会程序是： 

 （一）提出书面入会申请； 

 （二）经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讨论通过； 

第九条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研究会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研究会组织的活动； 

（三）对研究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四）优先获得和使用研究会提供的信息和资料；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条  会员须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研究会章程； 

 （二）执行研究会决议； 

 （三）维护研究会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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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成研究会交办的工作； 

 （五）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学术活动； 

 （六）积极从事教育经济科研和教育教学改革实验，为本省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第十一条  会员如果连续两年不参加研究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十二条  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予以除名。 

 

第四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的产生、罢免 

 第十三条  研究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代表大会，每届 5 年。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制定和修改章程； 

 （二）选举和罢免理事； 

 （三）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决定终止事宜；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十四条  理事会由理事成员单位组成，任期 5 年，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会员代表大

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领导学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会原则上每年召开

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十五条  研究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对理事会负责。常务理事

会原则上半年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 

第十六条 研究会设理事长 1 名，副理事长 2-4 名。理事长和副理事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全面

主持研究会各项工作。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任命秘书长 1 名，副秘书长 2-4 名，组成秘书处，具体负

责研究会日常事务。 

  

第五章 资产管理、使用原则 

 第十七条  研究会经费来源： 

 （一）会费（理事长单位 2000 元/年；副理事长单位 1500 元/年；常务理事单位 1000 元/年；

理事单位 500 元/年）； 

 （二）捐赠； 

 （三）政府资助； 

 （四）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五）利息； 

 （六）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八条  研究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 

 第十九条  研究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经 2013 年 7 月 12 日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研究会的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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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单位） 

1 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 

2 崔玉平（苏州大学） 

3 叶忠（南京师范大学） 

4 丁三青（中国矿业大学） 

5 黄斌（南京财经大学） 

6 刘晓光（南京农业大学） 

7 宗晓华（南京大学） 

8 孙俊华（南京大学） 

9 徐文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0 王云鹏 （南京理工大学） 

11 陈静漪（河海大学） 

12 郭必裕（南通大学） 

13 伍红林（淮阴师范学院） 

14 赵世鸿（徐州医学院） 

15 侍建旻（淮阴工学院） 

16 陈玮（金陵科技学院） 

17 谢海军（江苏警官学院） 

18 崔新有（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19 陈宜刚（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20 吴光林（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1 刘正良（扬州职业大学） 

22 印永龙（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23 王平（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4 陶书中（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25 刘红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26 丁鸿（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7 陈国忠（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8 吴国强（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29 魏晓锋（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30 鲍建青（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31 束剑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2 熊筱燕（南京师范大学） 

33 牟伟明（常州工学院） 

34 孟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35 宋华明（南京农业大学） 

36 仲崇高（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37 潘道广（常州大学） 

38 董海华（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9 孔德海（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40 曹家谋（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41 李瑞丽（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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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第一届常务理事成员名单 

 

  序号 姓名（单位） 

1 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 

2 崔玉平（苏州大学） 

3 叶忠（南京师范大学） 

4 丁三青（中国矿业大学） 

5 黄斌（南京财经大学） 

6 刘晓光（南京农业大学） 

7 宗晓华（南京大学） 

8 郭必裕（南通大学） 

9 赵世鸿（徐州医学院） 

10 崔新有（江苏城市职业学院） 

11 陈宜刚（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吴光林（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13 陶书中（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 

14 刘红明（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15 魏晓锋（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16 熊筱燕（南京师范大学） 

17 宋华明（南京农业大学） 

18 孙俊华（南京大学） 

19 孔德海（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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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 

第一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秘书处成员名单 

 

理事长： 

    刘志民 教授 博士生导师（南京农业大学） 

副理事长： 

    崔玉平 教授 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 

    叶  忠 教授 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 

秘书长： 

    黄  斌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南京财经大学） 

副秘书长： 

    刘晓光 副教授（南京农业大学） 

    宗晓华 讲 师（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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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一届江苏省教育经济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获奖名单 

 

一等奖 

《我国初中教育投入与产出省际差异的量化分析》 

 崔玉平、武晓晗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二等奖 

1．《是“管道的泄露”还是“培养的滞后”——从博士毕业生职业选择反思我国博士培

养的变革路径》， 

顾剑秀、罗英姿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中国公共教育经费配置的结构特征与优化路径》 

周胜、刘正良 （扬州职业大学） 

 

三等奖 

1．《面向社会经济需求的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 

余霞、张智光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运输管理系；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区域高等学校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蔡亚奇（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3．《大学权力系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治理路径》 

王务均（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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