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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第三届全国高职院校“双高计划”
建设与评价论坛的通知

2019 年 12 月 10 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了《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名单》,这

标志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

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等文件精神，着

力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高质量发展，共同探讨新时代

高等职业教育的建设模式和评价方式，拟定于 2020 年 3月 20 日-22

日在河南省开封市举行第三届全国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与评价

论坛（简称“2020 双高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和内容（以正式会议手册为准）

（一）会议主题

深入贯彻落实“双高计划”，促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1.“中评榜”（“金平果”排行榜）2020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

评价结果发布，包括 2020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高职高专院校

综合竞争力排行榜、科研竞争力排行榜、第一次发布专业竞争力排行

榜、产教融合 100 强、创新创业 100 强等评选结果；

2.特邀全国著名专家或领导作主旨报告：如何有效落实“双高计

划”促进高质量发展；

3.“校长论坛”：特邀主要省份排名靠前的高职校长作典型交流

报告；

4.优秀论文作者、“双百强”获奖的院校、有代表性的高职院校

作分论坛报告，深入交流与合作等。



2 / 11

二、简要议程（详细议程以正式会议手册为准）

日期 时间 内容

3月 20 日

（周五）
全天 代表报到

3月 21 日

（周六）

上午

开幕式、领导致辞

2020 年高职高专院校及专业评价结果发布

特邀著名专家作主旨报告

下午 “校长论坛”、大会报告

3月 22 日

（周日）

上午
优秀论文、“双百强”获奖典型材料交流、

颁奖仪式等

下午
参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自由交流（离会）

三、会议组织

（一）论坛主席

1.瞿振元会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六届

理事会会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原书记。

2.李志宏研究员：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原副主任、中国

职教学会质量保障与评估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

作分会副会长、教育部专业认证结论审议委员、清华大学博士生合作

导师。

3.周建松教授：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教学会常务理事，

全国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高职高专党委书记论坛

主任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金融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曾获

第二届中国职业教育杰出校长和“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校长奖等。

4.祝玉华教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副会长、全国高职教育诊断与改进工作专家委员会

委员、河南省高职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高职院

校校长联席会主席团成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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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行主席

邱均平资深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资深教授、教育学和管理学

博士生导师、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院长、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

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主任、《评价与管理》杂志主编；武汉大学二级

教授、珞珈杰出学者（1.2 级）、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创始人、首届主任（12 年）、

首席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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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专家、教育部 CSSCI

指导委员会原委员、中国索引学会原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

策硏究会常务理事兼全国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理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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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办单位

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高教强省发展战略与评价研究中心（浙江省智库）

（四）承办单位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五）合办单位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中国职教学会质量保障与评估专业委员会

“金平果”评价网（www.nseac.com）

（六）协办单位

中国网（www.china.com.cn）

“聚焦职教”新媒体

《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

《评价与管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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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支持单位

北京超星集团

北京新锦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四、参会对象

1.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党委书记、院（校）长、职能部门、高职高

专研究机构负责人、高教所（院）及院（系、部）负责人和骨干教师；

2.相关部门的领导及学者；

3.相关专业师生、会议论文及典型经验材料作者；

4.关心、关注并希望了解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行业、企业界人士、

新闻工作者等。

五、会议时间、地点

1.会议时间：2020 年 3 月 20 日-22 日；

2.会议地点：河南省开封市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

3.报到地点：根据会议安排，前往入住酒店现场报到（请各位代

表自行提前预订酒店），参会人员请凭缴费凭证报到。由于会议规模

较大，本次会议不安排接送站（特邀专家除外）。

4.住宿酒店：维也纳国际酒店（开封清明上河园店）、中州国际

饭店（开封大梁路店）。具体交通路线，详见附件 1。

六、会议论文征稿与评奖材料征集

（一）会议论文征稿

本《论坛》欢迎以文参会，敬请您围绕“‘双高计划’建设与评

价”主题，自拟题目撰写论文或典型经验材料，于 2020 年 3 月 5 日

之前将 Word 版以附件形式发送到邮箱：casee@hdu.edu.cn，邮件标

题为：“2020 双高论坛-投稿论文-姓名-单位”，文件名称为“文章

标题-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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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要求：

1.提交论文应未在其他学术会议、论文集和刊物上公开发表过。

2.论文格式参考《评价与管理》杂志格式要求，具体详见

http://casee.hdu.edu.cn/2018/0719/c1037a81325/page.htm（中国科教评

价研究院网），或在知网中下载《评价与管理》征稿启事。

3.典型经验材料可适当添加图片、表格等素材。

4.稿件第一页应包括以下信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单位、职

称、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电子邮箱。

5.优秀论文将推荐到《职业技术教育》、《评价与管理》杂志及

相关核心期刊发表。

6.会议论文征稿与典型经验材料征集的联系人：

侯 慧老师，电话：0571-86873825，18167152328。

周贞云老师，电话：0571-86915041，13858180549。

（二）评奖材料征集和评审工作

本论坛积极响应《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条）

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的要求，

积极开展第三方评价。本论坛将首次开展全国高职院校“产教融合

100 强”和“创新创业 100 强”的评选活动，通过表彰奖励进一步推

动高职院校的高质量发展。

1.“产教融合 100 强”项目的申报:请申报单位如实提供本校实

训基地、课程教材目录、企业认证、组合激励等产教融合相关的文字

材料及相关数据，并于 2020 年 3月 5 日之前以 Word 版形式发送到如

下邮箱：casee@hdu.edu.cn，邮件标题和文件名称均为：“2020 双

高论坛-产教融合-单位”，并在文件中留下联系人基本信息（姓名、

单位、职务职称、电子邮箱、联系电话、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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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创业 100 强”项目的申报：请申报单位如实提供本校在

全国就业创业典型、国家级竞赛奖励、人才培养与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加强与地方政府或产业园区或行业深度合作、提高专业群集聚度和配

套供给服务能力等创新创业项目相关的文字材料及相关数据，于2020

年 3月 5日之前以 Word 版形式发送到如下邮箱：casee@hdu.edu.cn，

邮件标题和文件名称均为：“2020 双高论坛-创新创业-单位”，并

在文件中留下联系人基本信息（姓名、单位、职务职称、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通讯地址）。

3.因为这是第一次评选“双百强”奖项，所以近 3 年

（2017.1-2019.12）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的相关政府奖的项目也可以申

报“双百强”奖项，例如，以创新创业教育项目获得的教育部教学成

果奖等。

4.《论坛》组委会收到申报材料后，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打分和

认真评审；评审工作坚持质量标准，宁缺毋滥，不一定要将 200 个指

标一次用完。

5.“双百强”评奖材料征集的联系人：

侯 慧老师，电话：0571-86873825，18167152328；

周贞云老师，电话：0571-86915041，13858180549。

(三)奖励办法

1.获奖的典型经验材料有选择性的将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展示或

报道。

2.在闭幕式上，分别给“双百强”获得学校颁发奖牌；

3.在下一年度的高职高专及专业评价中，分别对获奖院校给予加

分奖励，提高其排名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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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及费用

1.报名方式

参会人员请于 2020 年 3月 5日之前，用手机

扫描右侧微信二维码登录报名,并登记住宿、发票

等信息。

2.费用及标准

（1）会前缴费者：会务费 1100 元/人；

（2）会议现场刷卡或现金缴费者：会务费 1300 元/人；

（3）在校全日制硕士生和博士生：会务费凭学生证 800 元/人；

（4）提交学术论文或办学经验总结材料，并在会议上交流发言

者，会务费 800 元/人。

（5）会议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3.缴费方式

报名成功后，会前缴费者可通过银行转账缴纳会务费，并在备注

处注明“2020 双高论坛”及单位全称、税号。会前缴费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5 日 24 时。

本次会议会务费由四川真意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代为收取并开

发票。

户 名：四川真意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成都牛市口支行

银行账号：22801 40104001 1208

联系电话：李蕊，18200135793

八、其他注意事项

1.与会人员请按要求填写会议回执并提前预订酒店。会议通知

（原件）将在报到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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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论坛相关信息将会在“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中国科教评

价网”、“中国网（www.china.com.cn）”、“聚焦职教”等新媒体

的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敬请关注。

3.会务联系

郭豪杰老师，电话：0371-23656061，13623783245；

曹永娣老师，电话：0371-23657995，18749840507；

周贞云老师，电话：0571-86915041，13858180549；

邱作谋老师，电话：027-87158736，18963958845。

报名后可加“2020 双高论坛”QQ群：945353972，具体见附件 2。

附件 1：酒店信息及交通路线

附件 2：“2020 双高论坛”参会回执

《第三届全国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与评价论坛 》

组委会

2019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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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酒店信息及交通路线

1.维也纳国际酒店（开封清明上河园店）：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

西关北街 20号，咨询电话 0371-23581111，其主要路线如下。

（1）开封火车站：从火车站出站后乘坐 51路，到敦复书院，星

云山庄站步行 200 米即可到达维也纳国际酒店南门（大约 45 分钟，

共计 21站）；

（2）开封北站：出站后乘坐 21 路、35 路到黄河水院新校区站

换乘 34路公交车，到敦复书院、星云山庄站下车步行 200 米即可到

达维也纳国际酒店南门（大约 40分钟，共计 16站）；

（3）开封宋城站：出站后乘坐 39路到敦复书院，星云山庄站下

车 200 米即可到达维也纳国际酒店南门（大约 45分钟共 17 站）；

（4）郑开大道：（驾车）沿郑开大道向东行驶至金明广场(环岛

第三出口）转金明大道，沿着金明大道到天马广场（环岛第 1个口右

转）转东京大道，沿着东京大道到教育学院红路灯右拐 1公里即可到

达维也纳国际酒店北门；

（5）连霍高速（开封出站口）：出高速口，驾车右拐至金明大

道到到天马广场（环岛第 3个口出）转东京大道，沿着东京大道到教

育学院红路灯右拐 1 公里即可到达维也纳国际酒店北门，全程 6.5 公

里全程 13 分钟；

（6）郑民高速（南苑收费站 S82）郑民高速出口：驾车至金明

大道，沿着金明大道到天马广场（环岛第一个口右转），沿着东京大

道到教育学院红路灯右拐 1 公里即可到达维也纳国际酒店北门，全程

18公里全程 37 分钟；

（7）郑州新郑机场路线：出站坐机场大巴到豪德广场，下车后

打车至酒店，或乘坐 33路公交车到黄河水院新校区站换乘 34路公交

车，到敦复书院、星云山庄站下车步行 200 米即可到达维也纳国际酒

店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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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封中州国际饭店（开封大梁路店）：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大

梁路 121 号（小宋城对面），咨询电话 0371－22218888，其主要路

线如下。

（1）乘坐高铁到开封北站，出站乘坐 53路到市财政局站下车，

向东前行 50米路南即到；乘坐出租车车费大概 20元左右。

（2）从开封火车站乘 31路到市中国人民保险站下车，对面向东

50米即到，或乘出租车到中州国际饭店，车费大概 16元左右。

（3）从开封长途汽车西站乘 1 路至新街口站下车，换乘 13 路到

中国人民保险站下车，对面向东 50米即到，乘出租车车费大概 14元

左右。

（4）驾车从连霍高速开封站下高速，顺着金明大道一直向南经两

个环岛(到达金明广场后)向东 500 米路南。

（5）从郑州方向自驾车可走郑开大道，行至郑开大道末段过金明

广场向东 500 米路南。

（6）从机场到酒店可乘坐机场大巴到豪德广场下车，票价 40元/

人。之后乘坐出租车，车票大概在 7 元左右到中州国际饭店。

（7）从郑州火车站不用出站,乘坐郑州到开封的火车,出站乘坐 3

1 路公交到中国人民保险站下车，对面向东 50 米即到；或乘出租车

到中州国际饭店，车费大概 16元左右。

（8）郑州东站亦可不出站乘坐郑开城际铁路,到达开封宋城路站,

出站乘坐 31路、13 路到中国人民保险站下车，向东前行 50米即到；

乘坐出租车 12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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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三届全国高职院校“双高计划”建设与评价论坛

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参会者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酒店选择

（维也纳/中州）

房型选择

（高级/豪华）

入住选择

(单住/合住)

联系人姓名 入住时间 3月___日

联系人手机 离会时间 3月___日

入住

其它说明

房间说明

1.维也纳高级单间/标间（330 元含早）、维也纳豪华单间/标间（380 元含早）。

2.中州高级单间/标间（480 元含早）、中州豪华单间/标间（580 元含早）。

3.根据单位要求和酒店情况，选择合适酒店、房型、以及单住或合住。

4.考虑到酒店资源有限，如所选酒店或房型住满，则安排其它酒店或房型。

注：1.参会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 3 月 5 日。

2.请认真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2），并发送至会务组邮箱：hhsygjyj@163.com。

3.会前缴费，会务费优惠至 1100元/人，截止时间为 2020年 3 月 5日 24 时。

4.除“参会回执”报名方式外，可采用“微信扫码”方式报名和缴费。

扫码可报名 参会可进群

扫码报名成功后，参会者不用再提交“参会回执”。

参会者可以申请加入“2020 双高论坛”QQ群。

http://www.baidu.com/link?url=SXkEsiMcpfqhM3IdT5ZZ98e-y1tTZOADvhZPE9-HC_X56BgKdcV5e-hBjy6AopEQ
http://www.baidu.com/link?url=SXkEsiMcpfqhM3IdT5ZZ98e-y1tTZOADvhZPE9-HC_X56BgKdcV5e-hBjy6AopE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