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盟 
    

民创联盟函【2018】6号 

                         

关于召开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盟成立大会暨 

教育部“北创助教”课题发布会的通知 

 

各民办院校及有关单位负责人： 

为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的有关要求，经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批准，在“2018 

年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年会”期间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

盟召开成立大会暨教育部“北创助教”课题发布会，现将有关安

排函告如下： 

一、论坛主题  

 产教融合探新路，跨界培养谱新篇 

二、论坛时间 

2018年 12月 22日，12月 21日全天报到 

三、论坛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 

四、论坛组织 

1.指导单位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2.主办单位 

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盟  

3.承办单位 

北京创新研究所  中国民办教育信息网 

4.支持单位 

全国民办高校学生工作者联席会 

五、参会人员 

1.会议邀教育部、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中国民办教

育创新创业联盟有关领导及产教融合、创新创业教育领域专家学者

出席。  

2.全国民办高校董事长、院长、党委书记、分管创新创业工作 

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处长、创新创业教育骨干教师等。 

七、会议内容   

（一）总盟大会 

12 月 22日上午： 

主旨报告、校长论坛 

    具体议程安排（详见附件 2）  

（二）联盟论坛 

12 月 22 日下午：  

14:00-14:20 联盟成立仪式  

14:20-15:00 

理事长主题报告 

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提升难点与突破口  

--教育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黄百炼 

15:00-15:45 
典型报告（每所学校 15 分钟） 

1. 学前教育创新实践与探索 



--山东英才学院 

2. 深化“双创”教育改革，营造双创文化生态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3. 创意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应用 

—吉林动画学院  

15:45-17:00 

创新论坛（每所学校 10 分钟） 

1. 黄河科技学院 

2. 无锡太湖学院 

3. 辽宁何氏医学院 

4. 西安培华学院 

5. 江西科技学院 

6. 海南三亚学院 

7. 北京城市学院 

   …… 

17:00-17:15 

课题发布 

1. 新能源汽车 

2. 智能制造 

3. 混合现实（MR）  

4. BIM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  

5. 装配式建筑教学应用    

6. 财务大数据 

7. 跨境电商 

8. 国际化课改创新应用 

17:15-18:00 

联盟常务会议 

1. 修订并通过联盟章程 

2. 秘书长汇报联盟工作计划 

3. 讨论联盟工作计划 

4. 理事长总结讲话  

5. 休息 

 （三）创业学院院长/教务处长论坛 

   12月 23日 （详见附件 2） 

八、参会费用 

 报名网址：http://ieeac2018.xjtu.edu.cn，在线报名注册并

缴费，会务费为 1200元/人，报名截止时间为 12月 15日，现场缴费

会务费为 1400元/人（费用由总盟会务组统一收取）。 

https://www.baidu.com/link?url=OIYx73sY-8ysbG830hnebuxIXSekYyHeYDOI8ja9lARxNXEdZHJTHHJsgefNSuiiSIM82ruz_hJaAFBKCwsvA5JQxnhBI_NLNVa3WRwDbOm&wd=&eqid=a1907912000106bd000000065bf2297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OIYx73sY-8ysbG830hnebuxIXSekYyHeYDOI8ja9lARxNXEdZHJTHHJsgefNSuiiSIM82ruz_hJaAFBKCwsvA5JQxnhBI_NLNVa3WRwDbOm&wd=&eqid=a1907912000106bd000000065bf2297e


会务组将根据报名情况安排酒店住宿，请各位参会人员于截止日

期前完成网上报名注册，现场报名可能存在无法协调酒店住宿的情

况。 

九、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精简务实，限定规模，请参会代表免带随行人员。为便

于会务安排，请于 2018年 12月 15日前将信息回复至联盟秘书处邮

箱:cpeiec@163.com。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芳兵 17601644323   葛凤书 17310309757   

电  话：010-57410401 

网  址：www.cpeiec.org.cn   www.cnhsi.com.cn 

邮  箱：cpeiec@163.com 

报到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 

附件 1：参会回执表  

    附件 2：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年会实施计划方案 

注：下载网址 www.cpeiec.org.cn 和 www.cnhsi.com.cn 

 

 

                           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盟 

           （北京创新研究所代章） 

二○一八年十一月 十八日 

mailto:gaozhuanwei@163.com
http://www.cnhsi.com.cn/
http://www.cnhsi.com.cn/


附件 1： 

关于召开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盟成立暨 

教育部“北创助教”课题发布会的通知 

（时间：2018年12月22日  地点：西安） 

回 执 表 

 

个人信息 

姓    名  性别  民族  职    务  

单位名称  

固定电话  手    机  

通讯地址及邮编  电子邮件  

会务筹备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芳兵 17601644323   葛凤书 17310309757   

电话传真：010-57410401 

网  址：www.cpeiec.org.cn   www.cnhsi.com.cn 

邮  箱：cpeiec @163.com 

报到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 

 

 

注：此表可在大会网站下载， 2018年 12月 10日前将回执后电邮或传真至联盟会务筹备组。  

 

 

 

 

 

 

 

 

 

 

 

http://www.cnhsi.com.cn/


 

附件 2：

                                                                                 

   



 

2018 年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年会 

实施方案 

一、 时间 

2018 年 12 月 21 日-23 日（21 日报到） 

二、 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宾馆 

三、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承办单位：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厦门工学院、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

中国民办教育创新创业联盟、投融资专委会、共享财务专委会、战略营

销专委会等 

四、 参会人员 

特邀嘉宾、联盟成员代表、高校教师、高校教学管理人员、政府人员、

创投机构代表、企业代表等1500-2000 人。 

五、 年会主题 

产教融合探新路，跨界培养谱新篇 

 



六、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活动 类型 

 

 

 

12 月21 日 

全天 报到 
 

15:00-16:00 学术委员会会议 闭门工作会 

19:00-20:30 理事长会议 闭门工作会 

19:00-20:30 全体理事大会 闭门工作会 

12 月22 日 

 

上午 

09:00-10:00 开幕式  
研讨会 

10:10-12:30 主旨报告、校长论坛 

 

 

 

12 月22 日

下午 

14:00-17:00 双创教育改革论坛 研讨会 

14:00-17:00 民办院校创新创业分论坛 研讨会 

14:00-17:00 共享财务专业分论坛 研讨会 

14:00-17:00 战略营销专业分论坛 研讨会 

14:00-17:00 项目路演 路演 

 

 

 

12 月23 日

上午 

09:00-12:00 西安交大分论坛 研讨会 

09:00-12:00 创业学院院长/教务处长论坛 研讨会 

09:00-12:00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基金课题交流会 研讨会 

09:00-12:00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基金课题开题报告会 研讨会 

09:00-12:00 企事业单位联络会 闭门工作会 

 

贯穿全程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员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展 

 

陕西省、西安市、西交大师生及校友创新创业成果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