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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简介 

一、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标 

      

 

 

二、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是中国现有高等学校中唯一一所独立

建制、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管理科学研究机构。

研究所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 199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现已与辽宁工程技

术大学联合培养教育管理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该学科先后为辽宁省高等学校

重点学科、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辽宁省高等学校一流特色学科，辽宁

省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学一流学科的二级学科。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现有国家教育

部教育政策法规司共建教育法制与政策调研协作基地、教育部民族地区教育评价

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教育政

策与法制研究中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法制建设研究基地、

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六个国家和省级研

究基地，拥有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管理分会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两个国家级学会。著名教育管理学家孙绵涛教授

出任该所所长。 

研究所以笃信自由学术，崇尚智慧人格，贯通古今东西，融会科学人文为办

所理念和宗旨。研究所办所的总目标是：将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建成为国内领

先、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具体目标：一是建构一个提升教育管理研究理论水平

的平台；二是创建一个为政府教育决策和学校教育实践服务的中心；三是建立一

个培养高级教育管理人才的基地；四是搭建一座沟通东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的桥梁；

五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教育管理信息资料库。研究所的学科建设目标是：与国内外

教育管理学者通力合作，把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和国际

上有一定影响的学科。 

目前，研究所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共有专职研究人员 17 人，其中博士生

导师 3 人，教授 6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5 人，博士研究生 10 人，其中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人，辽宁省优秀专家 2人，沈阳市领军人才 1 人，辽宁省

千层次人才 1 人，沈阳市优秀研究生导师 1 人。研究所还配有办公室主任 1 人，

资料中心主任 1 人，学术秘书 1 人，行政秘书 1 人。研究所聚集了该领域中国

际国内知名的学者。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孙绵涛教授是这支学术队伍的带头人。

研究队伍中还汇聚了一批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领域知名的学者，如于文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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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铸教授、祁型雨教授、邓旭教授、杨艳蕾教授、袁晖光副教授、王刚副教授，

卢伟副教授等。 

三、 学科专业特色 
研究所的学科发展特色具有如下五个方面：一是教育管理基本理论（包括教

育管理哲学、教育管理史、教育经济学）研究；二是教育政策与教育行政研究；

三是教育法学与教育法制建设研究；四是学校与社会教育管理（包括高等教育管

理和中小学管理）研究；五是教育经济与教育效能研究；六是就业指导与创新创

业教育。研究所的特殊工作方式为：一是为了更好地符合国际规范，研究所的研

究语言采用中文和英文双语形式，工作语言以英语为主；二是建立教育研究管理

工作站，研究所提供一定的经费资助，采取招聘和聘请的方式，邀请国内外专家

和学者来站进行项目、论文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三是在研究所网站

上设定专门网页，每季度发布一次国内外教育管理研究动态信息；四是 2005 年

《教育管理研究》杂志正式出版发行，该杂志以专业的视角、高水平的论文赢得

了教育管理学界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四、 招生专业目录 

 

五、 导师简介 

1、孙绵涛教授简介 

孙绵涛，男，1949 年 4月 29日生，湖北武汉人，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恢复

高考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后留学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部、美国哈佛

大学教育研究院、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是美国哈佛大学福布莱特学者。1991年作

为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被国家人事部和教育部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 年由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评审通过为博士生导师，自 1991 年起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 年获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2007 年获沈阳市领军人才称

号，2010 年获香港大学杰出校友称号，2015 年获辽宁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曾

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教育学科学术带头人；现任沈阳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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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级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学科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

员会教育学科分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学部副主任委员，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

所长，教育效能研究院院长，《教育管理研究》杂志主编，国家教育部设立的教

育法制与教育政策调研基地的学术带头人，教育部民族地区教育评价重点研究基

地的学术带头人，辽宁省 A类一流教育学一级学科学术带头人，辽宁省普通高等

学校教育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教育管理研究所学术带头人，辽宁省教育政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

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法制建设研究基地学术带头人，辽宁

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委

员，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教育学科评审专家。 

孙绵涛教授现兼任世界银行教育项目评审顾问，“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Australia)”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U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UK)”、“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 

Development(HK)”等国际多家教育学术杂志的编委，中共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

局联系的专家，国家教育部教育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咨询专家，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教育管理学科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及重大项目评审专家，全

国高等学校教学水平评估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

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教育效能学

术委员会理事长，全国民办学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教育行政管理学术委

员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管理学科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等十几大

学的兼职教授，多次应邀前往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和从事合作研究。 

孙绵涛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与教育管理基本理论、教育政策法规、教育

行政与教育效能，教育组织行为。独立撰写和主编《教育范畴论》、《教育管理学》、

“The Concept of Tizhi in Chinese Education (英文著作《中国教育体制

论》) （本英文著作经意大利 Facolta Scienze della Formazione Universita

大学的 Filippo Spagnolo 教授翻译成意大利文版，于 2010 年 10 月由意大利

Edizioni Centro Studi Erickson 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高等教育学》、《教育

行政学》、《教育政策学》、《教育管理哲学》、和《教育组织行为学》等专著和教

材 35部，其中有五部为国家级教材。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在《教育研究》和“Compare”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重要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以及教育部委托重大项目 2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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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项目 6 项，国际合作项目 5 项，国内合作项目 10 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和

省部级奖 33 项，其中获辽宁省第 9 届、第 10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项，11届、12届、13 届和 1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4项，获全国高

等学校第 5届，第 7 届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 2项，获全国教育科学

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项。 

孙绵涛教授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次被国家教育部邀请参加或主持《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教育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终身学习法》、《2020 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及《中小学管理评价系

统设计》等国家重大教育政策法规的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对国家教育改革做

出了贡献。 

 

 

 

 

 

 

 

2、于文明教授简介 

于文明，男，汉族，中共党员，教授，博士，1956年 12月生，辽宁北票人，

硕士研究生导师。1991 年 1月任沈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95年 12 月任辽宁

教育学院党委书记，2001 年 8 月任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长期从事高等教育

的管理与研究工作，兼任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研究》杂志编委会主任。先后

主编《成长型高校发展研究》等著作 3部，参编学术著作多部，在《中国高等教

育》、《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等国家级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

余篇，其中《新世纪的大学：让学生学会什么》被《新华文摘》转载。先后主持

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模式研究》、《沈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对策

研究》等国家级、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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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铸教授简介 

刘铸，二级研究员，辽宁省优秀专家,国务院特贴专家，辽宁省人民政府

督学，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评议专

家，辽宁省高等学校院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创新创业教育分会副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沈阳工业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4、祁型雨教授简介 

祁型雨，教育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三级教授，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教育学院

博士生导师，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行政研究。系辽

宁省教育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骨干，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主要成

员。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

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全国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

辽宁省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

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国

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8 项；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 18 项；参与教育部

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托重大课题 6项。专著、合著和参编著作和教材 16部。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研究报告 3 次被辽宁省人大批

示采用。科研成果先后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辽宁省人民政府奖等国

家级和省部级奖 10 项。应邀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报告 50余次。 



 6 

 

5、邓旭教授简介 

邓旭，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教育政策、学校管理。邓旭教授 2004 年 4 月至今历任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

与管理研究所副教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学术骨干，辽宁省

教育经济与管理重点学科的学科骨干，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的主

要成员；2017年 9月至 2017年 10月台湾中正大学教育所访问学者。 

邓旭教授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

会教育效能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分会常

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学科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民族地区教育

评价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辽宁省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

员会副理事长、辽宁省教育学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常务理

事。 

邓旭教授在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 3部；发表论文 40余篇，其中，CSSCI

期刊 15 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3 篇；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

奖 1 项，三等奖 2 项，获其他省市级优秀成果十余项；2018 年、2019 年、2020

年辽宁省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智库服务平台 3 项议案建议素材被采纳；主持 1项国

家社会科学教育学一般项目；主持完成 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主持完成 1项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主持完成 3项省部级课题；参与完成教育部

委托重大课题 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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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艳蕾教授简介 

杨艳蕾，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

生导师。学术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 

 

7、袁晖光副教授简介 

袁晖光，女，1975 年 11月 15日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副教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直属党支部副书记。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

心专家库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分会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常务理事。教育

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地区教育评价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

领域包括教育经济、经济增长与就业、宏观经济政策分析。近十年在《教育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等期刊和国际会议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

份发表论文 23 篇。在百佳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 2 部，与他人合作编著 2 部。近

十年主持研究《基于一般均衡分析的产业结构优化动力机制研究》、《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的人力资本支撑战略研究》、《基于一般均衡分析的产业转型新路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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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供给与教育收益率关系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辽

宁省哲学社科重点项目和其他省级科研项目 8项，参与国家、省部级课题 13项。

研究成果曾获辽宁省哲学社会成果二等奖、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

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和其他省级

学会成果奖一等奖等奖励。入选沈阳师范大学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第一层次）。

荣获 2016 年沈阳师范大学“先进女教工”和 2019年优秀科研工作者等称号。 

 

8、王刚副教授简介  

王刚，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管理、

教育组织行为、教育政策。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现任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教育改革与教育效能研究院副院长。

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获批沈阳市高层次人才。迄今为止，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在《教

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等核心期刊和国家级媒体上发表学术论

文 20 余篇，主持国家及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3 项，参与国家重大横向课题 5

项，获得辽宁省哲学社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辽宁省政府奖），沈阳市哲学社

会优秀成果三等奖 1 项。 

 

9、卢伟副教授简介 

卢伟，副教授，201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获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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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士学位，沈阳师范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课程实践研究”项

目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沈阳师范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

建设处处长，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网络舆论引导中青年专家”，中国教育发展

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首届教育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大

赛特等奖获得者，辽宁省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沈阳师范大学“百人计划”

拔尖人才，主要从事教育政策、高校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专著、教材 3部，发表

CSSCI、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20 余篇，累计 5 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

料、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或刊目辑揽，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项、省

部级课题 7 项，2 项成果获得省级科研奖励，3 项决策资政成果被省领导批示和

教育行政部门采纳。 

 

10、丁学森博士简介 

丁学森,男，1984 年 3 月生，满族，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管

理研究所讲师，教育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教育、

基础教育、教育管理方面研究。近年在 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7篇，其中被《新

华文摘》全文和论点摘编转载 3次；主持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青年项目 1项、

省部级项目 4项，在全国百佳出版社出版专著 1部，先后参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委托等科研项目 6项。

获批沈阳师范大学 2018 年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第二层次），多次在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上作学术报告。 

 

六、代表性科研成果及科研平台 

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人员近十年来共发表论文 62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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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余篇；出版著作 50 余部；获批课题 110 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30 余项，省

级项目 60 余项；获科研成果奖 100 余项，其中国家级奖 7 项，省级奖 50 余项。

拥有 6个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2个国家级学会。 

代表性的论文有：孙绵涛教授的《中国教育管理学 30 年：成就、特点与问

题》，发表于《教育研究》2009年 2月；孙绵涛教授的《教育体制改革与教育机

制创新关系探析》，发表于《教育研究》2010 年 7 月，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

2010 年第 11 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0 年第 20 期中“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中作为首篇介绍；孙绵涛教授的《学术自由性与受控性的对立统一——学术自由

大学本质观的重新审视》，发表于《教育研究》2011年 6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

报刊资料教育学文摘 2012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孙绵涛教授的地方贯彻《教育规

划纲要》政策研究，发表于《教育研究》2012 年 1月，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

2013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3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孙绵涛教授的

《试析教育政策伦理的局限性——一种后设伦理学分析的视角》，发表于《教育

研究》2012年 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12年第 11期全文

转载；孙绵涛教授的《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成就、问题与对策》，发表于《教

育研究》2013 年 11 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小学学校管理 2014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管理科学 2014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孙绵涛教授的《教育现象的基本范畴研究》，发表于《教育研究》2014 年 9 月，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 2014年第 12期对此文进行了全文转载，并作

为第一篇导读进行了介绍，对文章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肯定；孙绵涛教授的《大学

治理要素：治理什么，如何治理》，发表于《教育研究》2015年 11月；孙绵涛教

授的《课堂教学效能与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三效课堂改革探索》，发表于《教育

研究》2016年 9月；孙绵涛教授的《教育政策专业化分析探讨》，发表于《教育

研究》2017年 12月；孙绵涛教授的《人本质的相对自由：主体教育管理观的人

学基础》，发表于《教育研究》2018年 6月；孙绵涛教授的《试论教育体制理论

的生成》，发表于《教育研究》2019年 1月；于文明教授的《深化我国公立学校

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发表于《教育研究》2010年 6月；袁晖光副

教授的《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和相对工资调整检验研究》，发表于《教育研究》

2012年 3月等等。 

代表性的著作有：孙绵涛教授的《教育管理学》（全国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EDUCAZIONE E SCUOLA 

IN CINA（意大利文）》，Erickson（意大利）出版社 2010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

《中国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0年出版；孙绵

涛教授的《教育政策分析——理论与实务》，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年出版；孙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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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教授的《教育组织行为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2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校

长办学理念的价值取向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规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2年出版；孙绵涛教

授的《教育政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教育范

畴论（上篇）》，人民出版社 2016 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教什么 如何教 教的

如何——孙绵涛课堂教学艺术探索》，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出版；孙绵涛

教授的《教育管理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出版；孙绵涛教授的《中国教

育政策前瞻性研究》，科学出版社 2018年出版；于文明教授的《中国公立高校合

作办学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3年出版；邓旭教授的《教育政

策执行研究：一种制度分析的范式》，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年出版；邓旭教授的

《教育政策民意表达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年出版；袁晖光副教授的《大

学生就业难本质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卢伟副教授的《农民

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制度设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祁型雨教授

的《“十三五”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政策前瞻性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出

版；邓旭教授的《“十三五”中国教育保障政策前瞻性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王刚副教授的《“十三五”中国各级各类教育政策前瞻性研究》，吉林大

学出版社 2019年出版等等。 

代表性的奖项有：孙绵涛教授的《教育机制理论的新诠释》2009 年获中国第

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孙绵涛教授的《教

育管理学》2010年获中国首届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一等奖；孙绵涛教授的《教育管

理学》2011年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孙绵涛教授的《地方

贯彻教育规划纲要政策研究报告》2015 年获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孙绵涛教授的《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2011

年获中国第二届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奖二等奖；孙绵涛教授的《高校学术委员会

制度研究》2016 年获第五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孙绵涛教授

的《教育管理学》2010年获辽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孙绵涛

教授的《EDUCAZIONE E SCUOLA IN CINA（中国教育体制论）》2012 年获辽宁省

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孙绵涛教授的《教育现象的基本范畴

研究》2018年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王刚副教授的《地方贯彻教

育规划纲要政策研究报告》2016 年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袁晖光副教授的《大学生就业难本质探源——扩招后中国大学生就业和工资调整

检验研究》2018年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邓旭教授的《我国教育

政策评价的实践模式及改进路径》2018年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

于文明教授的《中国公立高校多元利益主体的生成与协调研究——构建现代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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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新视角》2012 年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祁型雨教授的《我

国就近入学政策分析——兼谈对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权益的维护》2010 年获辽

宁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邓旭教授的《教育政策执行研究：一

种制度分析的范式 》2012年获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等等。 

代表性的课题有：孙绵涛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机制研究》；孙绵涛教授的教育部委托重大课题《地方贯彻教

育规划纲要政策研究》、《中国教育法制建设报告（2002—2012年），“现代学校制

度建设新进展”专题》、《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全国教育经济与管理

学科“十二•五”规划课题调研项目》、《学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小学管理

评价系统设计（工具开发）》、《“‘十三五’中国教育政策前瞻性研究”》、《中国民

族教育发展状况蓝皮书、白皮书》；孙绵涛教授的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重大

委托课题《新疆地区基础教育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十三五”期间南疆四地州基础教育教师需求与教师胜任力测评》；孙绵涛教授

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教育现象基本范畴研究》；邓旭教授的全

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制度规约下教育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邓旭教授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我国教育政策民意表达途径研究》；

邓旭教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乡村困境儿童成长的

教育精准支持研究》；袁晖光副教授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一般均衡分

析的产业结构优化动力机制研究》；袁晖光副教授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十二五”期间中国农民实现持续增收的路径选择研究》；卢伟副教授的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教育学青年项目《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中的问

题及对策研究》；丁学森博士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青年项

目《我国大城市义务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因素分析研究》等等。 

国家级科研平台有：国家教育部教育政策法规司共建教育法制与政策调研协

作基地；教育部民族地区教育评价重点研究基地。 

省级科研平台有：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省

教育政策与法制研究中心；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法制建设研究

基地；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 

国家级学会有：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现代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

学会教育管理分会教育效能学术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