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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工作规程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民办教育行业

促进乡村振兴工作，依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章程》和《中国

民办教育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

程。

第二条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工委会）是从民办教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出发，经中国民办教

育协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由支持乡村振兴工作的民办教育人士

及相关机构代表自愿发起成立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分支机构。

第三条 工作总思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遵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章程》，根据民办教育行

业优势与特点，坚持行业协同理念，广泛动员、上下同心，搭

建资源汇聚平台，为乡村振兴提供一揽子行业帮扶方案，为实

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民办教育作用。

第四条 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领导下，本工委会主要履行以

下职责：

（一）坚持力所能及、尽力而为，组织号召行民办教育系统

和其他社会力量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实际，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工作。

（二）坚持团结协作、统筹推进，努力将工委会打造成民办

教育系统参与乡村振兴的信息平台、项目平台和资金筹集平台，

依法依规做好相关信息宣传、项目开展、资金筹措工作。

（三）坚持“三个结合”，即：帮扶规划与国家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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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部署相结合，加强与相关主管部门和基层政府的

联系，协同推进有关项目和活动，形成合力；精准扶持与教育

职能相结合，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在社会实践中

使学生受教育，用行动彰显社会责任；短期与长期相结合，既

要注重做好某些领域急需的短期工作，更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可

长期支持帮助乡村振兴的项目上，着重提高乡村基础教育质量

和新产业工人职业技能。

（四）承办协会和有关部门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依照《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员管理办法》和《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发展会员，申请入会的原始资料

须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存档，工委会存复印件和电子文

档。会员注册及证书发放由协会秘书处统一负责，会员名单纳

入协会会员数据库统一管理。

第六条 根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工委会设委员会，主任 1 名、副主任和委员若干名。

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应以筹集资金、项目支持或亲自参与等方

式肩负起一定的责任，履行相应的职责。

主任为工委会主要负责人，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会

审议通过产生。主任每届任期 5 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最高

年龄不得超过 70 周岁。

第七条 主任主要行使以下职责：

（一）全面领导工委会工作，审定年度工作计划；

（二）召集主任会议；

（三） 提名工委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

报协会审定；

（四）代表工委会签署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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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工委会设秘书处，作为常设办公机构，设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1 至 3 人（可兼职）。

第九条 经费来源：

（一）相关单位资助；

（二）政府资助；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条 本工作规程的制定、修改，须经工委会主任会议审

议通过后，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备案生效。

第十一条 本规程由工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程自 2021 年 12 月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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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

负责人：李孝轩（男，汉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云南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副主任：

时腾飞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魏 若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王海龙 （递归教育创新院与中国基础教育论坛代表）

刘鹏飞 （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人力资

源部主任）

张 宏 （安徽新华教育集团对外合作部部长）

张 沈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辛 颖 （海亮教育集团董事长）

王 静 （天立教育集团集团品宣部部长）

委 员：

谷 田 （北京新东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王乐茵 （怡海教育集团理事长）

周政阳 （贺阳教育集团执行董事长）

谭长富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校长）

林其天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务顾问（副校级））

李香枝 （中原科技学院理事长）

牛三平 （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校长）

吉燕宁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建筑与规划学院院长）

王家庆 （沈阳工学院生命工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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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峰 （陕西九三培训学院理事长）

刘常青 （青岛黄海学院董事长）

孙 雷 （长春建筑学院执行校长）

曲永印 （烟台南山学院校长）

王云儿 （宁波财经学院校长）

王新奇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执行董事长）

尹志翰 （内蒙古丰州职业学院（青城学院）财务总监、副院长）

高善峰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

姚 成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理事长）

杨毅仁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常务副校长）

徐进财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院长）

平桂祥 （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董事长、院长）

温少波 （浙江携职专修学院理事长）

俞建明 （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董事长）

靳 虎 （河北文理专修学院院长）

张广义 （重庆经贸管理专修学院董事长）

陈 阳 （江苏南洋文理研修学院董事长）

王 炎 （湖北财经专修学院董事长）

韩 军 （甘肃黄河文理进修学院院长）

刘风斌 （山东济南华洋职业专修学院院长）

向元钧 （四川时代专修学院院长）

朱孟慧 （武汉现代家政进修学院党委书记）

韩明连 （嘉兴秀水经济信息专修学院副院长）

谢俊浈 （廊坊京安专修学院副院长）

钟 洋 （长江科技专修学院执行院长）

高金英 （武汉震旦法商专修学院院长）



6

彭 伟 （武汉市华佗中医针灸进修学院院长）

纪少游 （潮汕职业技术学校董事长）

王 勇 （重庆市艺才高级技工学校 校长、党支部书记）

金 鑫 （学成世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邓 辉 （重庆市大足城南教育集团董事长）

张照心 （山东省新时代教育发展集团董事长）

石 丽 （东北育才实验学校董事长助理）

袁 霞 （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集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柳雁勇 （朔州市第二中学校董事长助理）

任守彬 （沈阳市翔宇中学校长）

宋广伟 （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校长）

吉小宁 （栾川县伊禾幼儿园园长）

翟亿珍 （中瑞君华教育集团总校长）

包昀鑫 （国育华可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 璧 （新励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文跃 （北京汉德三维集团董事长）

李姗珊 （四川名博优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行政总监）

夏晨伶 （成都金苹果教育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高 翔 （创新教育集团总校长）

潘飞扬 （山东中成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作飞 （北京恒信源教育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文祥 （河南清考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兆忠 （重庆三中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跃勇 （北京水米田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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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乡村振兴工作委员会

首批项目介绍

乡村学生资助项目

工委会将面向全社会发起“一个都不能少”助学活动，工

委会成员自愿报名申请参与项目，每学年，面向全社会及共建

乡村（工委会对接、会员推荐），对成绩合格，符合资助标准

的学生，进行学杂费全部免除的资助项目。在学生上学期间，

从生活、学习等方面进行持续帮扶、持续跟踪，确保学生可以

顺利、高水平完成学业，并提供继续深造、高质量就业的后续

支持。

项目采取申报制，可由学生所在地政府机构、教育部门及

学生个人发起申请，符合条件学生可在新生入学前后进行申请。

项目协同单位及联系人：

新高教集团 姚莉

北京演艺专修学院 石丹

廊坊京安专修学院 谢俊浈

中瑞君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翟亿珍

重庆经贸管理专修学院 张广义

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 王修金

嘉兴市秀水经济信息专修学院 张萍萍

内蒙古丰州职业学院（青城学院）尹志翰

北京汉德三维集团 李杰

东北育才实验学校 刘帅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许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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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怡海公益基金会 常宝

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意

每年资助学生数量：1500 人

项目总协调员:李理 1381032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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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水平提升项目

工委会依托相关高校师范专业和专业机构力量，牵头联合

相关专家、教师培训机构、资深教研人员，对乡村学校现状进

行研究分析，根据乡村教师、学生需求，提供专项培训、双师

课堂等服务，形成一套完整的振兴乡村教育帮扶体系。

项目采取申报制，由基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根据

需求自主申报，工委会负责统筹协调对接。

项目协同单位及联系人：

新高教集团 姚莉

递归创新院 王海龙

重庆市大足城南教育集团 杨利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时腾飞

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谷田

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集团）杨俊超

中瑞君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翟亿珍

山东中成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潘飞扬

新励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璧

甘肃黄河文理进修学院 韩军

学成世纪(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刚昀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刘杭

宁波财经学院 葛云锋

山东省新时代教育发展集团 张照心

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 张冉

四川名博优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姗珊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林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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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工商学院任晓晖

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意

北京恒信源教育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李素园

首批培训教师数量：100000 人

首批培训学生数量：500000 人

项目总协调员: 王海龙 1861846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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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干部、新产业工人能力提升项目

工委会依托成员高校和相关社会专业机构资源，参照已经

开展的“滇西青年创业学院”等模式，通过产业帮扶、技能培

训等方式，形成一系列针对乡村干部、新产业工人的职业培训

体系，着力提高农村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

该项目由乡村根据自身需求自主申报，工委会负责对接协

调及相关的后续支持服务。

项目协同单位及联系人：

新高教集团 姚莉

贺阳教育集团 刘苗

浙江携职专修学院 殷志平

山东中成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潘飞扬

东台市天阳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翔

新励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璧

北京汉德三维集团 李杰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刘杭

宁波财经学院 葛云锋

陕西九三培训学院 袁涛

山东省新时代教育发展集团 张照心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郝轶

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 张冉

四川名博优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姗珊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程家福

国育华可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马海龙

重庆市艺才高级技工学校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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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意

北京恒信源教育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李素园

首批服务乡村数量：200 个

项目总协调员: 姚莉 1380871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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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购买与产业帮扶项目

工委会牵头成员单位与相关乡村进行对接，对区域内农产

品情况进行分析，鼓励号召相关教育集团、民办高校食堂农产

品采购本地化，建立校地农产品供需直通车机制。同时依托院

校人力和技术资源优势，结合乡村实际情况，对乡村已有或具

有建立优势的产业进行系统帮扶，提升乡村产业质量和附加值。

该项目由乡村根据自身需求自主申报，工委会负责对接协

调及相关的后续支持服务。

项目协同单位及联系人：

新高教集团 姚莉

河北文理专修学院 王金霞

沈阳工学院 王家庆

浙江新世纪经贸专修学院 王修金

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 宋广伟

北京汉德三维集团 李杰

东北育才实验学校 刘帅

宁波财经学院 葛云锋 5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孙静

四川名博优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姗珊

青岛黄海学院 马家兵

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意

首批采购乡村产品额度：800 万元

首批帮扶乡村数量：60 个

项目总协调员:李理 1381032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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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志愿服务项目

按照“假期集中服务，用好已有阵地，鼓励长期结对，支

持示范项目，助力乡村振兴，扶智扶志结合”的原则，由工委

会组织，每年各参与高校选派教师、学生共同组成的支教队伍，

赴共建乡村进行支教活动，利用寒暑假面向乡村留守儿童和随

迁子女开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素质拓展、自护教育、心理

辅导等志愿服务活动，为有教育需求的农村留守儿童提供帮助

和服务。

项目采取申报制，可由共建乡村所在地政府机构、教育部

门及学校发起申请，由工委会根据参与高校的服务力量、报名

乡村情况按一定顺序开展教乡村教育志愿服务。

项目协同单位及联系人：

新高教集团 姚莉

贺阳教育集团 刘苗

廊坊京安专修学院 谢俊浈

北京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 时腾飞

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谷田

中瑞君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翟亿珍

洛阳市双语实验学校 宋广伟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沈定军

中原科技学院 朱伟

山东中成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潘飞扬

新励成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赵璧

甘肃黄河文理进修学院 韩军

学大教育集团 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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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陈博文

宁波财经学院 葛云锋

沈阳城市建设学院 郝轶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雪琴

重庆市三中英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陈杰

四川名博优格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李姗珊

青岛黄海学院 甄程

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意

首批派出志愿者数量：800 人

项目总协调员: 李理 13810328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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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项目

组织农业农村、“三农”领域及有关高校专家学者成立专

家顾问团队，深度参与有关项目调研论证工作。因地制宜对涉

及乡村教育振兴的重大政策制定、可行性论证、政策支持建言

献策，为工委会项目开展进行强有力的智力支撑。深入各级各

类民办教育机构特别是上市教育集团、民办高校，以及政府农

业农村厅局开展调研，深入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有针对性选

择项目实施地域，深入乡村考察，确保工委会的工作的必要性、

可行性、需求性。

在此基础上，以工委会专家顾问团队为核心牵头，承接、

参与相关机构乡村振兴类别课题研究。

项目协同单位及联系人：

新高教集团 姚莉

沈阳工学院 王家庆

浙江携职专修学院 殷志平

山东省新时代教育发展集团 张照心

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程家福

北京北投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陈德意

项目总协调员:李理 138103287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