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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州

历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简介

中国与东盟地理相邻，山水相连，文化相通，血脉相亲，利益相融。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0 余年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始终贯穿于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双方
彼此信任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日益深化，人文交往更趋密切，各领域合作都取得长足进展，为本地区国
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为进一步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开展更务实的教育合作、铺设更畅通的合作渠道、拓展更多维的
合作领域、加强区域间文化交流与发展，自 2008 年起，中国教育部、外交部及贵州省人民政府已联合在
贵州省成功举办了 7 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下简称交流周）。
交流周致力于打造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的品牌。迄今为止，交流周已吸引来自中国及东盟国家
的参会者 4880 余人，参会学校及教育机构逾 1050 所，在交流周上成功签署 654 份教育合作协议或合作
备忘录。
过去 7 年，交流周举办了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大学校长论坛、研讨会、教育展、青少年体育文化节、
学生夏令营、美食文化节等近 80 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搭建了宽阔的平
台，成果显著。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立足现在，放眼未来，积极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人文之桥。

关于前七届交流周
部分参会高校

部分发言嘉宾

清华大学
香港大学
澳门大学
东吴大学
文莱大学
文莱理工大学
柬埔寨管理与经济大学
金边皇家大学
印度尼西亚大学
万隆国立理工大学
老挝国立大学
苏发努冯大学
马来亚大学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
仰光大学
马奎医科大学
碧瑶大学
菲律宾师范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朱拉隆功大学
玛希隆大学
越南国立大学（河内）
河内农业大学

刘延东女士阁下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张慈祥女士阁下
文莱驻华大使
吴帝林翁先生阁下
缅甸驻华大使
左敏昂博士阁下
缅甸教育部副部长
皮查男先生阁下
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国务秘书
纳瑟·本·马丹拿督
马来西亚教育部副秘书长
南塔娜博士
东盟大学联盟执行秘书长
米斯兰·本·卡曼拿督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
唐虔先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
维塔亚博士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
马明强先生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

部分成果
第一届“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大学
校长论坛·贵阳声明
第二届“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大学
校长论坛·会议纪要
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贵阳声
明
“中国-东盟教育一体化：资历互认与
质量保障”研讨会共识 2013.9.18 中
国·贵阳
中国-东盟教育与人才可持续发展倡议
书
中国-东盟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合作交
流机制倡议成立“中国-东盟职教合作
联盟”
成立“中国-东盟工科大学联盟”
成立中国-东盟数学联盟
成立东盟留学生服务中心（中国·贵州）
成立中国（贵州）-马来西亚教育服务
中心
北京泰奥公司向中国-东盟中心捐赠
1000 万元用于推动中国与东盟教育交
流
浙江亚龙公司捐赠 500 万元的设备用
于培养东盟国家职业技能人才
在贵州大学设立“中国-东盟学术论坛
基地”和“中国-东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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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交流周的主题和目标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future

互学互鉴 福祉未来

本届交流周的主题是“互学互鉴 福祉未来”。
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事关国家的未来和人民的福利。中国和东盟在教育和文化方面异同并
存。为了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共同发展，我们应当加强交流，互相学习。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旨在创造和发展务实、双赢的教育文化合作项目，为中国和东盟提供更
多人文交流机会。

目标
加强区域教育与文化合作
多种方式推动学生流动
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长期交流合作的机会
开发科研合作项目
推动青少年在文化、科学、技术及其它方面的交流
改善人才培养和就业
共享教学仪器设备和教学资源的经验
 第八届交流周的亮点
●
●
●
●
●
●
●

特邀贵宾国
第八届交流周起，为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交流周组委会启动特邀贵宾国机制，邀请中国和东
盟之外的国家参与活动。
2015 年，第八届交流周的特邀贵宾国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瑞士。我们相信这四个国
家的大、中、小学，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媒体和企业的参与将会为活动增添光彩。

突破“周”的范围
除了在交流周期间举办的活动，交流周组委会引入了来自东盟和中国的其他机构在全年、各地
组织举办的推动中国和东盟教育交流的活动。
 会场信息
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会议中
心建筑面积逾4万平方米，设有一个容纳3500人开会的大型会
议厅，一个容纳3000人用餐的大型宴会厅，一个500人的国际
会议厅，28个能容纳6~300人参会及用餐的中小型会议室及用
餐包房，是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智能化生态会议中心
之一。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与国际展览中心、配套酒店群共
同组成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查询请致电：0851-85553777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1 号


注册信息

重要时间点
请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前反馈参会信息
开幕式将于 2015 年 8 月 3 日上午举行
其他并行会议和活动将于 2015 年 8 月 3-7 日举行
如何注册
请将您的参会回执表发送至邮箱 caecw@hotmail.com 或者传真至 0851-85286933.
如有疑问，请联系秘书处工作人员
无需报名注册费


联系我们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中山西路 43 号，邮编：550003
电话：0851-85285768
传真：0851-85286933
邮箱2:caecw2008@163.com
邮箱1：caecw@hotmail.com
网址: http://www.caed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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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活动（8 月 3 日-7 日）
开幕式
主办单位：教育部、外交部、贵州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外事办公室、贵州
大学等
全体参会嘉宾（8 月 3 日上午）

中国-东盟教育高官会
承办单位：教育部
协办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教育高官共商教育政策、促推教
育合作。
联系人: 陈文捷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博览会
承办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贵州省教育厅、 邮箱: chenwenjie@moe.edu.cn
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国-东盟中心、贵阳职业技术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与人才交流洽谈会
学院
承办单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职业教育合作与发展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需求。
协办单位：贵州师范大学、贵阳学院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论坛
具有国际视野并了解本土文化的人才对于促进中国与东
联系人：袁岭
盟的各领域的合作，增进双方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邮箱：yuanling@ceaie.edu.cn
中国-东盟教育项目推介展暨来华留学网及其战略合作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洽谈对话
伙伴推介会
联系人：袁岭
联系人：张丽辉
邮箱：yuanling@ceaie.edu.cn
邮箱: lhzhang@cscse.edu.cn
第三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成果展
联系人：陈文雯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项目信息发布区：2015“平安留学”
邮箱：214047263@qq.com
行前培训暨来华留学网功能展示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人文之旅
联系人：于立群
来自职业院校的学生的文化表演
邮箱：lqyu@cscse.edu.cn
中国-东盟跨境办学国际研讨会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项目洽谈会
联系人：何培
联系人：冀京凡、韩三军
邮箱：hepei@ceaie.edu.cn
中国-东盟轨道交通技能人才培养与未来城市发展高峰 邮箱：dongmeng@cscse.edu.cn,
sjhan@cscse.edu.cn
论坛及展演
中国-东盟教育国际合作项目战略合作研讨会
联系人：唐荣玉
邮箱：466833781@qq.com
联系人：郑跃
邮箱：yzheng@cscse.edu.cn
中外合作办学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培训会
中国-东盟海洋合作系列活动
承办单位：中国海洋大学、天津大学
联系人：崔伊宁
协办单位：贵阳中医学院、贵州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邮箱：yncui@cscse.edu.cn
广播电视大学）
来华留学网及其战略合作伙伴总结工作会（仅限受邀嘉
2015年是“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年”，中国-东盟海洋合 宾）
作系类活动将通过开展展览、论坛、培训班推动中国
和东盟在海洋领域的人才发展和科学研究合作
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项目推介与洽谈会暨培训联盟
中国-东盟海洋科学与技术创新成果展
成立大会
联系人：仇爽
承办单位：贵州大学
邮箱： ies@tju.edu.cn
协办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外交学院、广西大学、云南
中国-东盟海洋法律政策与管理论坛
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学院
联系人：管松
由外交部和教育部批准的 30 个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心
邮箱：guansong@xmu.edu.cn
将促进培训项目，建立联盟。
海洋管理与蓝色经济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班
联系人：王雪梅
联系人：陈志喜
邮箱：649112063@qq.com
邮箱：iec@ouc.edu.cn
8 月 3 日至 7 日期间的其他活动
东盟国家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仅限受邀嘉宾）
东南亚-中国教育科研网络会议
承办单位：中国-东盟中心、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中国教
①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与发展研修班；
育科学研究院
②东盟国家钢铁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班
协办单位：贵州理工学院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邮箱：ywang08@live.com
承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商务部国际商务官 联系人：王燕
中国-东盟幼儿教师发展论坛
员研修学院
承办单位：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协办单位：贵州大学
联系人：文佳
邮箱：18683897@qq.com
中国-东盟青年营（仅限受邀嘉宾）
“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农业经济与绿色转型发展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共青团中央
承办单位：贵州大学
协办单位：贵州医科大学（原贵阳医学院）
联系人：申鹏
邮箱：shenpeng76@163.com
中国-东盟特殊教育论坛
中国-东盟华文教育专题论坛
承办单位：贵州省侨务办公室
承办单位：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
联系人：谭桦
邮箱：441720819@qq.com
联系人：余超
邮箱：37148970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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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地：中国贵州省

贵州省，简称“黔”或“贵”，位于中国西
南地区，辖 6 个地级市、3 个自治州和 1 个国家
级新区，气候冬暖夏凉的贵阳市是其省会。贵州
省 共 有 34,746,468 常 住 人 口 ， 其 中 有 超 过
12,250,000 少数民族人口，包括苗、布依、侗、
土家等 18 个少数民族。冬暖夏凉的气候、怡人
的自然风光与独特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使贵州
享誉东亚最佳避暑圣地。

贵州教育概况
2014 年，贵州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16,979 所(个)，在校生人数 8,826,001 人。其中，幼
儿园 4767 所，在园儿童 1,198,900 人；小学 9,275 所，在校生 3,463,100 人；初中 2,166 所，
在校生 2,068,300 人；普通高中 438 所，在校生 942,700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65 所，在校生
13,500 人；中等职业学校 209 所，在校生 544,500 人；普通高等院校 55 所，在校生 475,100
人。
贵州省有 55 所普通高等学校，其中本科院校 26 所。普通本科高校中综合类高校 7 所（含
1 所全国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学“211”工程学校），医学类 3 所，师范类 6 所，财经类 1 所，
理工类 1 所，另有 8 所独立学院。高职高专院校 29 所，其中专科院校 7 所，高等职业技术院
校 22 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29．4％，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在不断的开放中，贵州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规模数量扩大，质量稳定提升。贵州省政府大力
支持并领导省内各级各类学校参与国际交流、拓宽开放渠道，与国外优秀的学校、教育科研机
构建立友好稳固的合作关系。
贵州省部分高校校

贵州大学

贵州师范大学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