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教 育 国 际 交 流 协 会 
 

际协〔2022〕53 号 

关于邀请参加第 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 

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教育局，有关学校，有关省（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经研究决定，第 23 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调整为

2023 年 2 月 16-18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

辰东路 8 号）举行。有关情况如下： 

一、简介 

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以下简称年会）是经国务院

批准，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

办的国际教育年度盛会，自 2000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是中

国最大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也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综合

性国际教育盛会之一，每年吸引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0

余名全球教育界精英和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本届年会主题为

“适应与改变——重塑我们的教育”，主宾国是德国。 

二、主要内容 

本届年会期间将举办上百场交流活动，包括全体大会、

平行论坛、合作洽谈、教育展览和宣介活动等内容。 

1. 全体大会、平行论坛 

时间：2023 年 2 月 16 日-18 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全体大会是年会最重要的全体性活动，将由中外

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驻华使节、国际教育组织负责人、大学

校长及行业企业负责人发表重要演讲。 

年会将举办近 40 场平行论坛，包括研讨会和工作坊，

邀请海内外教育界知名专家、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围绕前沿教

育政策、国内外广泛关注的教育热点议题、当前教育与发展

重点议题等展开研讨及交流，包括双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

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数字化、跨境师生流动、教育质量保障、

国际产教合作、国际理解教育等。工作坊以最新教育政策与

资讯、经验与实践、教育外事工作能力提升培训为主要内容。 

2. 合作洽谈 

时间：2023 年 2 月 16 日-18 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合作洽谈提供自由洽谈（展位形式，已报满）和

专场洽谈（配备专属洽谈会议室）两种模式，为中外院校、

教育组织和企业提供洽谈项目的平台和高效互动的机会。 

3. 中国国际教育展 

时间：2023 年 2 月 17 日-18 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中国国际教育展汇集 20 余个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家展团，邀请众多优质海外院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

院校、国际学校参展，是中国最大的出国留学咨询一站式服

务平台，为学生与家长提供解读权威留学政策，直接对话院

校招生代表的机会。 

4. 教育数字化应用场景展 

时间：2023 年 2 月 17 日-18 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内容：邀请中外数字教育相关机构和企业参展，着重展



 

 

 

示教育数字化发展和改革的最新成果，搭建平台促进数字化

教育对话交流和合作。 

5. 宣介活动 

内容：宣介活动包括宣讲会、高等院校海报展、项目/成

果展示推介、主题沙龙等，增强国内外院校及教育机构品牌

影响力，提高知名度。 

三、参加方式 

报名参会：请扫描下列二维码或登录www.cacie.cn参会。 

*参会席位预留以缴费日期为准。如因疫情等不可抗力

导致会议取消，注册费将全额退还。 

 

 

 

 

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洁如、符维、刘禹廷、李昂 

电话：010-66090069转8057、8999、8001、8268 

邮件：cacie@ceaie.edu.cn 

更多信息请访问官方网站 www.cacie.cn。 

 

附件：1.第 23 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日程 

2.参会注册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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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 

日程（草案） 

2023 年 

2 月 16 日 

（周四） 

08:30-12:00 

来华留学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研讨会 

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发展论坛 

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学生流动研讨会：复苏、趋势和创新 

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一） 

“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研讨会：新起点 新发展 

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主论坛— 

职业教育数字化：数字职教，重塑技能 

第三届中美省州大学校长论坛 

文创教育国际研讨会 

专场洽谈-项目宣讲 

13:30-14:30 特邀专题演讲：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仅限 CACIE PLUS 代表参加） 

13:30-17:00 

国际化交叉学科创新人才培养研讨会 

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二） 

本科及以上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创新研讨会（三） 

第五届应用型高校国际合作研讨会 

中英职业教育发展论坛 

国际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发展研讨会 

共享·共商·共创---职业教育跨境办学研讨会 

高等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研讨会 

 



2023 年 

2 月 16 日 

（周四） 

13:30-17:00 

专场洽谈-项目宣讲 

瑞士职业教育宣介展 

集思未来教育场景展 

剑桥领思教育场景展 

国际艺术教育展 

中国院校海报展 

2023 年 

2 月 17 日 

（周五） 

09:00-12:00 CACIE2022 全体大会 

13:30-17:00 

中德高等教育创新人才培养 

中英合作办学研讨会 

共创未来：应对新挑战的开放教育数字化行动：第一届世界

开放大学校长论坛 

探索产学研用融合新模式论坛：中外高校的策略与实践 

职业教育专业标准国际认证本地化实施研讨会 

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研讨会 

第四届基础教育阶段青少年国际胜任力与第二语言能力建设

研讨会 

从“非常态”到新常态：数字化赋能教育国际化趋势研讨会  

中巴“互联网+”国际教育与产教融合研讨会 

专场洽谈-项目宣讲 

13:30-16:00 自由洽谈 

18:00-21:00 CACIE 之夜 

全天 

教育数字化应用场景展 

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 

瑞士职业教育宣介展 



 

2023 年 

2 月 17 日 

（周五） 

全天 

集思未来教育场景展 

剑桥领思教育场景展 

国际艺术教育展 

中国院校海报展 

2023 年 

2 月 18 日 

（周六） 

08:30-12:00 

大数据赋能智慧康养论坛 

创新赋能明天：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中学基础培养研讨会 

第二届国际职业教育之未来产业工程与技术教育研讨会 

数字赋能，科技创新：女性的时代使命和优势研讨会 

双语教师教育与高中教育国际化发展研讨会 

国际艺术教育论坛 

自由洽谈 

13:30-14:30 
特邀专题演讲：奥斯卡及艾美奖获奖导演兼制片柯文思 

（仅限 CACIE PLUS 代表参加） 

13:30-17:00 

中日青年学生论坛 

创新赋能明天：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中学基础培养研讨会 

世界一流大学优质资源共享与数字化平台建设论坛 

13:30-16:00 自由洽谈 

全天 

教育数字化应用场景展 

中国国际教育展（北京站） 

瑞士职业教育宣介展 

集思未来教育场景展 

剑桥领思教育场景展 

国际艺术教育展 

中国院校海报展 

 



附件 2 

第 23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暨展览 

参会注册事项说明 

一、注册方式及类型 

登录 www.cacie.cn 进行注册并缴费。本届年会注册费

分为：普通注册、尊享注册（CACIE Plus）、特邀活动三种

类型。 

注册类型 

常规注册并汇款 

（2022 年 7 月 16 日-2023 年 2 月 13 日） 

现场缴费或现场注册 

（2023 年 2 月 16-18 日） 

会员 非会员 会员与非会员 

普通注册 
2800 元/人 

（400 美元/人） 

3200 元/人 

（456 美元/人） 

3200 元/人 

（456 美元/人） 

尊享注册 

CACIE Plus 

4200 元/人 

（600 美元/人） 

4600 元/人 

（656 美元/人） 
无 

特邀活动 500 元/人/项（75 美元/人/项） 

 

（一）普通注册权益包括： 

1. 可参加第 23 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闭门会议及特邀

活动除外）； 

2. 可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展； 

3. 可享受会议期间茶歇服务；  

4. 可享受会议期间工作午餐（简餐）；  

5. 可免费领取一份会议资料。 

（二）尊享注册（CACIE Plus）权益包括： 

1. 普通注册所含全部权益； 

2. 专属礼遇（全体大会专属座位、注册通道、参会证

件、会议材料等）； 

3. CACIE 专属文创产品； 

4. 特邀专题讲座/活动（2 场）； 

5. 会议期间自助午餐； 

6. 会议期间免费饮品券（3 张）； 



注：食宿交通费用自理。CACIE Plus 注册限额 500 人，报满即

截止。 

二、注意事项 

1. 可选择微信、支付宝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2. 如选择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请在“汇款用途/附言”中备

注：注册费、参会代表姓名等详细信息。如使用单位“零余额”

账户付款，请务必备注汇款单位全称。 

3. 年会组委会将开具“*会展服务*年会注册费”发票（默

认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如需纸质专票须特别注明）。 

4. 转账汇款截止至 2023 年 2 月 13 日，请合理安排汇款

时间。 

5. 因主办方原因或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年会取消，年会

组委会将全额退还已缴纳注册费；因主办方原因或疫情等不

可抗力导致变更年会举办的时间或地点，参会人员可自行提

出退款申请，经年会组委会审核同意，可全额退还已缴纳注

册费。 

三、汇款信息 

收款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复兴支行 

银行账户：11001046500056017381 

四、联系方式 

1. 年会注册和收费标准事宜，请与年会组委会联系： 

联系人：周洁如、符维、刘禹廷、李昂 

电话：010-66090069转8057、8999、8001、8268 

邮件：cacie@ceaie.edu.cn 

2. 有关付款和发票事宜，请与财务基金部联系： 

联系人：杨婷 

电话：010-66090069转8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