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举办 2020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学会（协会），各幼儿园、早教机构：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动我国学前教育的转型

发展，提升和促进我国学前教育质量，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

会（以下简称我会）定于 2020 年 10 月 21-22 日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举办 2020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及

系列主题论坛。具体事宜说明如下：

一、大会主题

重构边界，共创幼教新生态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协办单位： AIMKIDS、ExpEarly 幼儿教育家、哈灵教育、

华森葳教育、极客爸爸、美国载格勒国际儿童发展协会、欧蒙

教育、苹果树教育、拼图资本、桐创控股、校外宝、育童教育

三、时间地点

时间：10 月 21 日-22 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4、E5、E6 馆论坛区

四、参会人员

幼儿园园长、早幼教机构、托育机构从业者、各级教育部

门以及关注该领域的机构和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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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日程

10 月 21 日

10:00-12:00 主论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学前教育现状与探索

13:30-16:30 论坛一：幼儿园园长领导力提升专题论坛

10:00-16:30 论坛二：幼教国际社区建设论坛

10:00-16:30 论坛三：STEAM 教育产业峰会

10:00-16:30 论坛四： “活教育”视野下的托、幼教育主题论坛

10:00-16:30 论坛五：中国幼儿教育家五十人论坛

10 月 22 日

14:00-16:30 论坛六：国际蒙特梭利教育专题论坛

10:00-16:30 论坛七：中国幼儿教育家五十人论坛

10:00-12:30 论坛八：幼儿园环境创设新概念论坛

14:00-16:30 论坛九：幼儿创客与编程思维培养专题论坛

10:00-12:30 论坛十：后疫情时代的幼教投融资专题论坛

14:00-16:30 论坛十一：STEAM 教育的课程建构论坛

六、报名及费用

1. 收费标准：单人报名费用 698 元/人（含会议手册），

团购优惠。

2. 会务费由中玩恒大会展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收取，并

开具“会展服务*会务费”电子发票。

3. 往返交通、住宿费及餐费自理。

4. 报名方式：可通过 CPE 中国幼教展官方微信（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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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E_BEST）底部“学前大会”菜单下的“会议报名”子栏目进

行在线报名，报名截止日期 10 月 20 日。

5. 大会结束后可开具电子发票，请注意短信通知。

七、特别说明

鉴于大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由于疫情防控原因，

展馆要求凭身份证实名制入场，因此参会人员报名成功后，必

须进行同期展会的实名预登记，登记网址如下：

http://system.chinapreschoolexpo.com/2020/yj/visitor/p

reregc.asp 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进行实名预登记。

如未能提前预登记，则须现场办理。

八、联系人

阎漫漫 010-68293621， 13811459462

赵海全 010-68293658， 13657495310

附件：2020 年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议程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2020 年 9 月 29 日

http://system.chinapreschoolexpo.com/2020/yj/visitor/preregc.asp
http://system.chinapreschoolexpo.com/2020/yj/visitor/prereg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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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大会日程和详细议程

一、大会活动日程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10 月 21 日

10:00-12:00 主论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学前教育现状与探索 E6 馆 4 号论坛区

13:30-16:30 论坛一：幼儿园园长领导力提升专题论坛 E6 馆 4 号论坛区

10:00-16:30 论坛二：幼教国际社区建设论坛 E4 馆 1 号论坛区

10:00-16:30 论坛三：STEAM 教育产业峰会 E4 馆 2 号论坛区

10:00-16:30 论坛四： “活教育”视野下的托、幼教育主题论坛 E5 馆 3 号论坛区

10:00-16:30
论坛五：中国幼儿教育家五十人论坛：首届知名幼儿

园园长经验分享会
E6 馆 6 号论坛区

14:00-16:30
论坛六：国际蒙特梭利教育专题论坛暨纪念玛利亚·蒙

台梭利 150 周年特别活动
E6 馆 5 号论坛区

10 月 22 日

10:00-16:30
论坛七：中国幼儿教育家五十人论坛：首届知名幼儿

园园长经验分享会
E6 馆 6 号论坛区

10:00-12:30 论坛八：幼儿园环境创设新概念论坛 E5 馆 3 号论坛区

14:00-16:30 论坛九：幼儿创客与编程思维培养专题论坛 E5 馆 3 号论坛区

10:00-12:30 论坛十：后疫情时代的幼教投融资专题论坛 E6 馆 4 号论坛区

14:00-16:30 论坛十一：STEAM 教育的课程建构论坛 E6 馆 4 号论坛区

二、各论坛会议议程

主论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学前教育现状与探索

10 月 21 日 上午 E6 馆 4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5—

10:00-10:10

开幕致辞

张瀛，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萍，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理事长

10:10-10:40
主题报告 1：中国学前教育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

分享嘉宾： 杨志彬，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前副会长

10:40-11:10
主题报告 2：后疫情时代的民办幼教生态与变革

分享嘉宾： 郭丹，阳光雨露集团总裁

11:10-11:40
主题报告 3：解读教育发展命门，次时代风险如何规避

分享嘉宾：张诗童，环球少儿总裁兼 CEO，福布斯精英榜成员

11:40-12:40

幼教高端对话：未来幼儿教育各赛道的机会与挑战

分享嘉宾：杨志彬，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前副会长；

郭丹，阳光雨露集团总裁

罗剑， 火花思维创始人兼 CEO；（拟定）

张诗童，环球少儿总裁兼 CEO

张翼，掌门一对一创始人兼 CEO （拟定）；

朱平，布布乐育总裁

主持人： 马聪，妈觅频道创始人兼 CEO

论坛一：幼儿园园长领导力提升论坛

10 月 21 日下午 E6 馆 4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3:30-14:30
主题报告 1：幼儿园教师管理之道

分享嘉宾：陆秋红，上海市常春藤幼儿园（上海市民办优质创建园）园长

14:30-15:30

主题报告 2：集团化背景下的幼儿园办园思想与实践

分享嘉宾：余捷，安徽师范大学幼教集团主任、附属幼儿园总园长，教育

部国培专家，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实践教学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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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6:30

主题报告 3：幼儿园课程领导力的思考与实践(拟定)

分享嘉宾：谢葵，上海小风车幼教集团创始人，总园长。集团里有两所评

为上海市一级幼儿园，上海市优质学前教育机构。

16:30-17:00

主题报告 4：如何用 OMO 家庭教育辐射社区，助力幼儿园运营增长

分享嘉宾：杜炜华，青豆说（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OO，加拿大维多

利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

论坛二：幼教国际社区建设论坛

10 月 21 日全天 E4 馆 1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0:00-10;05

开幕词

尹红婷，苹果树教育创始人，北京苹果树幼儿园总园长，青岛恒星科技

学院幼师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

10:05-10:40

主题报告 1：幼教国际学习社区的使命和愿景

分享嘉宾： 张东升，美国载格勒国际儿童发展协会秘书长，ZAT 幼教

国际学习社区项目发起人。

10:45-11:25

主题报告 2：早期关系质量与儿童发展

分享嘉宾：李燕，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家庭研究中心成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

11:30-12:30

主题报告 3：高品质幼儿园环境的设计—来自美国的案例和理念

分享嘉宾：1. Sandra Duncan 博士，美国诺瓦东南大学客座教授，教

育家，博士生导师，GC 首席环境设计指导专家。

2. 劳伦•麦基 Lauren Magee，美国注册建筑师，大学讲师，美国 A4LE

－LearningSCAPES 会议和世界幼教论坛的发言人

13:30-14:25
主题报告 4：幼儿园国际课程体系的动态发展——国际融合与跨界合作

分享嘉宾：尹红婷，苹果树教育创始人，北京苹果树幼儿园总园长，Z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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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国际学习社区执行主任

14:30-15:00

主题报告 5：幼儿社会情感教育

分享嘉宾：刘彤，著名儿童情商教育专家，耶鲁大学情商课题研究负责

人，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研究员

15:00-16:00

主题报告 6：后疫情时代 OMO 模式下的家庭教育与幼儿园课程建设的融

合发展

分享嘉宾：1. 王凤廉，北京苹果树教育咨询公司董事长；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国际 EAP 咨询师，家长教练

2. 高宏梅，北京苹果树幼儿园执行园长，苹果树教育“手牵手”项目

负责人

16:00-17:00

幼教国际学习社区研习会

主持嘉宾 1：刘亮辉，株洲市学前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株洲市

学前教育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原株洲市幼儿园园长

主持嘉宾 2：王凤廉，苹果树教育创始人，北京苹果树教育咨询公司董

事长

论坛三：STEAM 教育产业峰会（议程马上出来）

论坛四：‘活教育’视野下的托、幼教育主题论坛

10 月 21 日全天 E5 馆 3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主持人 哈灵学院 甘曲、柏亚敏

10:00-10：50
主题报告 1：陈鹤琴幼儿教育学说

分享嘉宾：柯小卫 ，作家，陈鹤琴先生外孙

10:50-11:40
主题报告 2：课程创生一二三

分享嘉宾：步社民，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建桥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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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2：00

圆桌论坛：“活教育”践行之路

分享嘉宾：学术专家、幼儿园实践专家

柯小卫、周念丽、步社民、丁玉、陈哈利、高静等

13:30-14:30
主题报告 3： 食育，夯实幼儿的生命基础

分享嘉宾：周念丽，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

14:30-15:10

主题报告 4： "活教育"思想下的托育课程设计

分享嘉宾：丁玉，上海市宝山区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原中心主任，副教授、高级

育婴师

15:10-15:50
主题报告 5： 基于“活教育”的幼儿园环境设计与创意空间

分享嘉宾：陈哈利，浙江花园幼教集团董事长

15:50-16:30
主题报告 6：利用本土资源构建甲骨文课程

分享嘉宾：高静，河南安阳北关区区直幼儿园园长

论坛五/七（两天）：中国幼儿教育家五十人论坛：首届知名幼儿园园长经验分享会

10 月 21 日 全天 E6 馆 6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0:00-10:10 开幕词：“寻找时代的榜样”首届知名幼儿园园长经验分享会

郭世鑫，ExpEarly 幼儿教育家创办者

10:10-11:00 主题报告：学术专业化发展是幼儿园核心竞争力有效途径—瑞吉欧教育思

想下幼儿园园本课程开发经验分享

分享嘉宾：吴心锋，上海金宝国际幼儿园创始人

11:00-12:00 主题报告：孩子主导玩转探究，IB 培养富有能动性的世界小公民

分享嘉宾：Kevin，爱悠国际幼儿园创始人兼园长

12:00-14:00 午餐/自由参观 CPE 中国幼教展

13:30-14:15 主题报告：在森林中长大的孩子，构建没有围墙的幼儿园

分享嘉宾：马桂干，森林湖国际幼儿园创始人

无边际教育 融合板块

14:15-15:00 主题报告：让孩子在博物馆中长大 ——用科学艺术的方式构建孩子更宽广

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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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赵雅婷 益鸟科学艺术 CEO

15:00-15;30 主题报告：运用设计思维，在自然中获得创造力

分享嘉宾：丁婵，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硕士。 [自来塾自然创意课堂]

的创始人之一

15:30-16:00 主题报告：无形的教育，有形的文旅 —亲子教育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刘书伊

分享嘉宾：AIMKIDS 文旅教育平台创始合伙人

16:00-17:00 圆桌论坛：圆桌论坛： 无边界教育融合—寓教于文旅 育人于萌芽

参与嘉宾：

马桂干 森林湖国际幼儿园 创办者

丁婵 [自来塾自然创意课堂]的创始人之一

刘书伊 AIMKIDS 文旅教育平台创始合伙人

大利 小鲜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广东惠州卡萝小屋幼教联合创始人

10 月 22 日 全天 E6 馆 6 号论坛区

10:00-10：45 主题报告：基于“活教育”的致善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分享嘉宾： 欧赛萍，浙江省象山海韵幼儿园园长

10:45-11:15 主题报告：中国本土化幼教模式新探—- 幼儿园“听读”游戏与幼小衔接的

教学研究与实践

分享嘉宾：杨晓苓 牛顿的苹果幼教集团 董事长

11:15-12:00 主题报告：做好五件事，让园所得“人才”源源不断

分享嘉宾：大利老师，广东惠州卡萝小屋幼教联合创始人兼总园长

12:00-13:30 午餐/自由参观 CPE 中国幼教展

0-6 岁托幼一体化主题系列

13:30-14:15 主题报告：英国 EYFS 体系下幼儿园运营管理实践经验分享

主讲人：柴茵 登仕廷幼教品牌/杭州龙井幼儿园 创始人

14:15-15:00 主题报告：高品质托育环境的设计和经营理念经验分享

分享嘉宾：张大伟，南京惠洛克国际儿童之家创办者兼园长

15:00-16:00 主题报告：与众不同的高瞻婴儿学步儿

分享嘉宾：高瞻教育研究基金会国际认证课程规划师 王思伟

16:00-17：00 圆桌论坛：如何打造高品质 0-6 岁托幼一体化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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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嘉宾：张大伟，南京惠洛克国际儿童之家创办者兼园长

伍苏国，海南高米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

黄瑶，桐创产业加速器

陈哈利， 杭州哈灵教育创始人

柴茵，登仕廷幼教品牌/杭州龙井幼儿园创始人

论坛六：国际蒙特梭利教育专题论坛暨纪念玛利亚•蒙台梭利 150 周年特别活动

10 月 21 日下午 E6 馆 5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4:00 - 14:40
主题报告 1：蒙台梭利教育的起源——意大利

分享嘉宾： 待定

15:00 - 15:40

主题报告 2：探儿童心灵之秘 承教育理念之本——蒙台梭利教育对儿童发

展的帮助

分享嘉宾： 王芳，国际蒙台梭利协会中国隶属协会直属幼儿园教学园长

论坛八：幼儿园环境创设新概念论坛

10 月 22 日上午 E5 馆 3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0:00-10:45

主题报告 1：幼儿园户外游戏课程：价值*理念*实践

分享嘉宾：丁海东，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学前教育学硕

士点学科带头人。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会理事

11:00-11:45

主题报告 2：玩具的品质与游戏的质量：儿童发展的视角

分享嘉宾： 曹中平，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论坛九：幼儿创客与编程思维培养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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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下午 E5 馆 3 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4:00-14:45
主题报告 1：计算思维与未来创新人才培养

分享嘉宾：吴振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教授

14:45-15:30

主题报告 2：从会玩到“慧玩”，开启幼儿编程启蒙

分享嘉宾：刘丹，萨提亚家庭治疗师、高级心理健康教育师、国家三级心理咨

询师

15:30-16:00

主题报告 3：去小学化背景下，如何在幼儿园让数学儿童化、游戏化、生活化

分享嘉宾：何秋光，著名幼儿数学教育专家，中国儿童数学思维训练课程创始

人，国家图书馆学前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论坛十: 后疫情时代的幼教投融资专题论坛

10 月 22 日上午 E6 馆 4号论坛区

时间 议程

10:00-10:40
主题报告 1：下一个十年，儿童教育产业发展的两条金线

分享嘉宾： 汤明磊，桐创科技&盛景桐创基金创始人

10:40-11:20
主题报告 2：私域中央直播，教育园所机构的获客核武器

分享嘉宾：徐晖，桐创控股联合创始人

11:20-12:00
主题报告 3: 学前教育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

分享嘉宾： 王磊，拼图资本创始合伙人及董事长

论坛十一：STEAM 教育的课程建构论坛

10 月 22 日下午 E6 馆 4号论坛区

主持人：哈灵学院 赵勇强

时间 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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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30

主题报告 1:PBL 与幼儿园 STEAM 教育

分享嘉宾：赵一仑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

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4:30-15:10

主题报告 2：博物馆课程中的 STEAM

分享嘉宾：冯伟群，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教集团总园长，党总支书记，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

15:10-15:50

主题报告 3：《图式在幼儿园 STEM 教育中的实践与探索———以大班“做一把

会动的伞”为例》

分享嘉宾：金环，杭州市蓓蕾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浙师大研究生实践导师

15:50-16:10
圆桌论坛：幼儿园 STEAM 教育课程探索实践的关键因素

分享嘉宾：学术专家、幼儿园实践专家包括赵一仑、冯伟群、金环等

16:10-16:50

主题报告 4：如何培养孩子的 21 世纪跨领域能力

分享嘉宾：Iris Lin 林晴宜，台湾 LiveABC 互动英语教学集团中国分公司负责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