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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托育服务发展论坛（2019） 

通知 
 

婴幼儿健康成长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健康与幸福，关系到

社会人力资本的长远发展。今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

《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 

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推动 0-3 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专业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拟于 2019 年 11

月 2 日-3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托育服务发展论坛”。 

诚邀关心婴幼儿发展与照护服务的各界人士参加交流，

为推动托育事业发展和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贡献智慧。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新时代，新托育 

二、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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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行为健康研究中心 

三、论坛时间与地点 

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3 日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8 号） 

四、参会人员 

1.国家及地方发展改革、卫生健康和教育等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 

2.婴幼儿营养保健、婴幼儿心理与行为发展、儿童早期

教育、亲子教育等领域专家学者、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等； 

3.托育机构、早教中心、幼儿园及相关行业管理人员、

从业者和投资者。 

五、参会嘉宾名单 

（一）政府部门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基层卫生健康司等相关工作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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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卫健委相关工作负责人 

（二）卫生健康领域（按中文拼音排序） 

龚云辉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韩  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研究员 

梁爱民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

主任 

莫绪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兼心胸外科主

任、南京大学及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 

庞  芳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副

研究员 

唐耘熳  四川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医师 

陶芳标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儿少卫生与妇

幼保健学学科带头人 

童  连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王丹华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儿童心理与教育领域（按中文拼音排序） 

曹洪健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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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

育专家 

何海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

心讲师 

洪秀敏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浩英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 

李敏谊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刘  馨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刘金华  上海市人口早期发展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屈智勇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史  瑾  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 

陶  春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体验中心负

责人 

王  耘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

室教授 

王晓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王兴华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杨菊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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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平枝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张  豹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学前教育系副教授 

张和颐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讲师、英国剑桥大

学博士 

张秋萍  河南省实验幼儿园园长 

张淑一  首都儿科研究所儿童早期综合发展研究室副研究

员 

周  燕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早期发展专委会副主委、

图伽（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周念丽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主任、教授  

邹  泓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发展

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原主任委员 

（四）行业机构（按中文拼音排序） 

陈  昕  稚梦 Zimom 婴幼学苑联合创始人 

陈永祥  国家孕婴网副总经理 

董春梅  聚思教育创始人、CEO 

吕斯文  MoreCare 茂楷婴童学苑联合创始人 

史燕来  红黄蓝教育机构创始人、总裁、中国民办教育协

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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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丽华  四川伊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剑  南京三槐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徐  玲  阳光雨露创始人、集团董事长 

张洪伟  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创始人、北京英盟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赵春梅  北京大爱思想教育研究院院长、银座幼教集团创

始人、山东省特级教师 

钟世伟  成都暖房子托育中心联合创始人 

六、日程 

（一）主论坛 11 月 2 日 9:00-12:00 

09:00-10:00  开幕式 

10:00-10:10  休息 

10:10-10:50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政策解读 

10:50-11:30  专家主题报告 

11:30-12:00  托育服务发展经验交流 

12:00-14:00  午休 

（二）分论坛 11 月 2 日 14:00-17:00 

分论坛 1：托育政策解读与托育服务发展研讨 

主要内容：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管理规范与登记

备案办法等相关政策解读，托育服务发展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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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政策研讨 

分论坛 2：托育服务规范化要求与质量评估 

主要内容：介绍托育服务国际经验与理念、我国

托育机构质量评估研究进展、托育机构内部质量

管理经验等 

分论坛 3：婴幼儿营养与健康 

主要内容：介绍婴幼儿营养与喂养、健康护理、

常见疾病识别与防治、健康活动设计等 

（三）分论坛 11 月 3 日 9:00-12:00 

分论坛 4：托育机构运营管理及行业发展模式 

主要内容：介绍托育机构运营管理国际经验与理

念、托育机构内部运营管理经验等 

分论坛 5：婴幼儿发展与教育 

主要内容：介绍婴幼儿心理发展、身体发展，托

育机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 

分论坛 6：婴幼儿安全与环境创设 

主要内容：介绍托育机构安全管理、儿童友好的  

托育机构环境 

 

详情请参见 www.tuoyulunt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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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名参会 

（一）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27 日 

（二）报名费用 

类型 人员类型 报名费用 

早鸟价 

（10月15日前缴费） 

五人及以上团体或学生 398 元/人 

学生外的其他个人 568 元/人 

普通价 

（10月16日后缴费） 
所有参会人员 698 元/人 

注：报名费用包括 11 月 2日午餐、会议资料费用。其他

费用（住宿、交通等）请自理。 

（三）报名缴费办法 

1. 个人报名缴费：请使用北京师范大学通用缴费平台

http://wszf.bnu.edu.cn/publish，线上注册并缴费。 

2. 团体（5人及以上）报名缴费：请使用银行汇款或转

账，操作方法详见下方“团体缴费流程”。 

3. 如需发票，请在报名申请中注明，并正确填写发票抬

头和税号。发票一经开出，概不退换，敬请理解。 

（四）团体缴费流程 

1. 请登陆 www.tuoyuluntan.com，下载团体报名表模板，



 

 

#&*+*/(�/03."-�6/*7&34*5:
填写信息。 

2. 转账汇款时，请在备注中注明“社发托育*人”（*表

示团体人数）。转账信息： 

账户名：北京师范大学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文慧园支行 

账号：340256015272 

备注：社发托育*人 

3. 如您汇款成功，请妥善保管汇款截图或其他相关凭

证。采用 ATM 机转账汇款时，请您保留回执。 

4. 请您将团体报名表以及凭证、回执等发送至邮箱

（tuoyuluntan@aliyun.com），文件名、邮件名等标注为“托

育论坛+团体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会务组将据此核对您

的汇款信息。 

（五）注意事项 

1. 报名成功以缴费为准。 

2. 因参会人员较多，报名成功后，不予退款，敬请理解。 

（六）会务咨询 

1. 咨询电话：徐老师 153 1327 3281 

张老师 153 1327 2852 

2. 电子邮箱：tuoyuluntan@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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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论坛征文启事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9 年 10 月 8 日 



 

 

附件 

论坛征文启事 

论坛公开征集托育相关主题的文章，投稿经论坛学术委

员会审核录用后收录于论坛论文集，优秀论文可在相关主题

的分论坛做主题报告。 

一、征文主题 

文章主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 婴幼儿心理发展与教育 

2. 婴幼儿营养卫生与健康 

3. 婴幼儿照护环境创设 

4. 家庭指导服务 

5. 政策设计实施与行业发展 

6. 国际经验与理念 

7. 托育机构日常管理 

8. 托育专业人才培养 

9. 婴幼儿生活护理 

10. 婴幼儿疾病防治 

11. 托育机构创办与经营 

12. 托育机构的活动设计 

…… 

二、征文范围 

本届论坛所征集的文章分学术型论文摘要和实务型经验



 

 

案例两类，投稿者可自行决定文章类别。 

具体要求如下： 

1. 学术型论文摘要：按照学术论文规范进行撰写； 

2. 实务型经验案例：投稿人基于自身的行业经验与感

悟，选定一个主题进行阐述，做到论点清晰、论据充分。 

三、征文要求 

1. 文章摘要字数 500-600 字，具体格式要求请参照征

文投稿模板。 

2. 投稿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1 日（周一）。 

四、投稿和审稿流程 

1. 所有稿件必须在线投稿，不接受论坛网站以外任何

途径的投稿。请登陆论坛官网 www.tuoyuluntan.com，点击

“征文投稿”。 

2. 下载征文投稿模板，根据模板要求撰写文章。 

3. 点击“投稿”，填写相关信息，按照要求上传文章的

word 文档，文档命名为“学术型论文摘要/实务型经验案例+

姓名+联系电话”。 

4. 成功上传后，稿件将进入审稿阶段，由论坛学术委员

会统一审查，预计 10 月下旬在论坛官网上公布录用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