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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 

旅协教育发[2017]第 006号 

关于举办 2017 年全国旅游院校师资 

培训班的补充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旅游院校： 

为充分利用旅游教育的优质资源，满足旅游院校师资培

训需求，拓展教师专业视野，推动旅游院校教育教学质量与

水平的提升，根据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7 年度工

作安排，定于 7-8 月举办“2017 年全国旅游院校师资培训

班”。其中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委托北京联合大学旅

游学院承办，并将于 8 月 21 日-27 日在北京开办。现将具体

事宜通知如下： 

1.培训对象为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的会员院校

和其他旅游院校相关专业的在职青年教师。 

2.培训证书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统一制作并

发放。 

3.培训费由承办校收取，收费标准详见报名简章。 

4.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日期和报名方式详见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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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联系人：田华             王琬 

电  话：010-85166838     010-85166839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6 年 5月 11日 

 

 

 

 

附件 1：2017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2：2017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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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 

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承

办的 2017 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7 年 8月 21-27 日在北京联合大学小营校区举行。 

本次培训班将充分利用承办院校在旅游实践教学上的长期经验

和学科专长，充分利用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智慧旅

游重点实验室等优质平台，并根据培训计划延请高校和业界的名

师，通过理论与实务兼备的课程安排，为学员提供权威、前沿、丰

富的旅游实践教学、科技文化等资讯与知识，拓展受训学员的旅游

实践教学水平。培训内容将涉及《旅游实践教学中心改革、建设成

果经验分享》《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颐和园智慧景区建设》

《互联网+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用人需求》《院校人才供给如何满

足企业需求》《北京餐饮文化与实践》《当代酒店人才需求与专业

教育路径选择》《现代旅游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分析》《北京历史文

化旅游创新与实践》等，同时提供虚拟互动体验和相关的现场教

学。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    间：2016 年 8 月 21~27 日（其中 21 日报到） 

2、地    点：北京联合大学小营校区 

3、培训费：2800 元（含现场教学、资料费、正餐费、证书工

本费等，其中正餐安排学校餐饮中心。费用不含学员交通费、住宿

费。学校周边有酒店，校方可代为预订，学员亦可自行安排住

宿）。 

注：培训费委托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收取，发票由北京联合

大学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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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名方式：请连同报名回执、报名费转账单据扫描件或照

片， 

用电子邮件发至 lyxy_wguanli13@163.com。 报到时请携带一寸免

冠彩色照片两张， 用于制作培训证书。 

5、截止日期：2017年 8 月 15 日 

6、缴费账号：户  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开户行：01090369200120111007290 

账  号：北京银行安定门支行 行号：369 

转账时敬请注明“2017 旅游师资培训”字样。 

7、联 系 人：于老师  电话：010-64909228, 13901012867 

高老师  电话：010-64909242, 15910682889 

专用邮箱：lyxy_wguanli13@163.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7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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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回执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最高学历  

手机号码  常用信箱  

是否代定住宿 

(请删除右侧无

关项) 

 标准间（周边均价 400-500元/间/天） 

 大床房（周边均价 450-550元/间/天） 

 本人自行解决 

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酒店当时实价为准。 

 

请将此回执连同报名费转账单据的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给我们，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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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 
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2017年8月21-27日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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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训目标与承办院校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 2017 年

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旨在利用承办院校在旅游实践教

学的特长、师资团队以及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让全国旅游教育相关院校的中青

年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旅游实践教学最新的教学内容和前沿的教学资源，把握旅

游管理学科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教育视野,进一步提高旅游实践教学水平。 

本次培训班将充分利用承办院校在旅游实践教学上的长期经验和学科专长，

充分利用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优质平台，并根据培训计划延请高校和

业界的名师，通过理论与实务兼备的课程安排，为学员提供权威、前沿、丰富的

旅游专业实践和应用技能培训，拓展受训学员的旅游实践教学水平。培训内容将

涉及《旅游实践教学中心改革、建设成果经验分享》《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

《颐和园智慧景区建设》《互联网+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用人需求》《院校人才

供给如何满足企业需求》《北京餐饮文化与实践》《当代酒店人才需求与专业教育

路径选择》《现代旅游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分析》《北京历史文化旅游创新与实践》

等，同时提供虚拟互动体验和相关的现场教学。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创建于 1978 年，是全国成立最早、办学规模最大、

与行业联系最密切的旅游院校，目前有专任教师 137 人，全日制各类在校学生

2500 余人，已培养毕业生 13000 余人，培训旅游业中高级管理人员 60000 余人

次。学院现有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英语、日语 5 个本科

专业，其中旅游管理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和硕士学位授权点。

学院获批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国家级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北京市旅游信息化协同

创新中心，同时与对外经贸大学合作培养旅游信息化方向博士研究生。学院主办

的《旅游学刊》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旅游学术期刊，2012—2015年连续被评为最具

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科类，在全国高校主办的期刊中排名第一），2014

年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权威期刊（人文地理学类唯一权威期刊）。在 2016年

中国大学旅游管理类大学排名中，北京联合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4。 

2014 年，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实践教学中心获国家旅游局批准建立全国唯一

的“国家智慧旅游重点实验室”；2016年，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是

全国仅有的两个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目前，学院绝大部分专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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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都有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部分骨干教师常年主持或参加国家旅游局、北京市

旅游委或地方的重点科研项目，广泛参与旅游行业标准制定、旅游发展规划编写、

星级酒店评审、酒店管理培训等工作。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实践教学中心长期致力

于旅游实践教学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旅游实践教师培训、实践教学开展、

实践课程建设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特色。 

本次 2017 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期待通过丰富、

务实、高效的培训活动，探讨旅游实践教育教学体系、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革途

径，推动国内旅游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搭建旅游管理专业师资交流平台，为进

一步提升我国旅游学科地位和旅游管理教育水平做出积极贡献。 

二、 培训守则 

为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确保所有学员能“有所知、有所思、有所得”， 

特制定如下管理要求，请各位学员自觉遵守。 

 敬请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不得带其他与培训无关的人员进入课堂； 

 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课堂中禁止吸烟，若有需要请移步楼宇之外； 

 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不得无故缺课，如确因特殊情况需请假，应提前向总负责人申请； 

 上课时穿着应整洁、得体，严禁穿拖鞋、背心和其他不雅服饰，严禁在

上课期间吃零食； 

 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得体； 

 请学员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培训课件者，请课后自行通过邮件或电话

联系授课教师，不宜当面索取； 

 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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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训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教师 方式 地点 

8月 21日 

星期一 

9:00-10:00 培训班开班 学院领导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0:10-12：00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改革、建设成果经验 于平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3:30-17:00 
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教学管

理实践 
实践中心 现场教学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7层 

8月 22日 

星期二 

9:00-11:30 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 信宏业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3:30-16:30 颐和园智慧景区建设 李公立 现场教学 颐和园 

8月 23日 

星期三 

9:00-11:30 互联网+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用人需求 葛宇菁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3:30-16:30 院校人才供给如何满足企业需求 李广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8月 24日 

星期四 
9:00-11:30 北京餐饮文化与实践 刘忠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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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教师 方式 地点 

13:30-16:30 北京饭店餐饮文化 刘忠 现场教学 北京饭店 

8月 25日 

星期五 

9:00-11:30 当代酒店人才需求与专业教育路径选择 辛涛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3:30-16:30 酒店实践教学 
北京高端 

精品酒店 
现场教学 （盘古/洲际） 

8月 26日 

星期六 

9:00-11:30 现代旅游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分析 余昌国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3:30-16:30 旅游文化实践教学 高江江 现场教学 电影博物馆、文化基地 

8月 27日 

星期日 

9:00-11:30 北京历史文化旅游创新与实践 张宝秀 讲座 北京联合大学 2号楼 

13:30-16:30 国家级文科实验中心建设与教学管理实践 文科中心 现场教学 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 

18:00-20:00 晚餐、结业式  交流研讨 北京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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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简介 

1.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改革、建设成果经验》 （于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实践教学中心自 2011 年成立以来，经过 6 年的探索与实

践，现已成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旅游类实践教学中心。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中心

旅游实践教学体系，智慧景区模式实践教学环境，合作研发实践教学资源与设备

以及旅游新业态的实践课程建设的相关介绍。中心积极的同全国旅游类高校教师

一起研讨旅游类实践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为旅游学科的蓬勃发展共同努力。 

2. 《智慧旅游与旅游信息化》 （信宏业） 

本课程从信息时代之互联网的理解出发，交流旅游互联网+的思考与实践；

盘点互联网时代的旅游新业态；以及对社会与产业和企业融合发展的思考。课程

内容包括旅游行业拥抱互联网的产业背景、互联网带给旅游产业什么、对智慧旅

游的理解、旅游的智慧体现在何处、从规划看政府的作为、大数据与“DT”时代、

智慧的再思考等内容。 

3. 《颐和园智慧景区建设》 （李公立） 

本课程以颐和园智慧景区建设为例，交流文化遗产的数字再现、保护设计、

教育传播等内涵；分享信息化技术与手段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文化遗产的展

示阐释与智慧遗产管理；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讲述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活力和价值。 

4. 《互联网+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与用人需求》 （葛宇菁） 

随着我国旅游业飞速发展，旅游产业整合转型，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旅游

业对旅游从业人员，特别是旅游类专业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程主要内容包

括： 

1、 互联网+旅游企业的发展现状 

2、 互联网+旅游企业内部结构和人才构成 

3、 互联网+旅游企业的人才培养 

4、 互联网+旅游企业的用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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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院校人才供给如何满足企业需求》 （李广） 

本课程主要讨论内容为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在旅游企业是否有专业优势；旅游

企业需要哪些专业的毕业生；毕业生在旅游企业工作、发展，需要具备哪些必备

知识和技能；旅游专业学生应当侧重学习和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旅游院校应当

如何根据社会需求培养学生；旅游院校的教材如何进一步优化；旅游院校教师如

何了解和接触旅游行业发展的最前沿信息和模式并向学生传授等。 

6. 《北京餐饮文化与实践》 （刘忠） 

本课程以谭家菜为例，分享宫廷菜选料珍贵，调味细腻，菜名曲雅，富于诗

情画意的餐饮文化。并在菜品定位、产品形象、形成风格、厨政管理、人员管理

等方面进行专业的讲解。 

7. 《当代酒店人才需求与专业教育路径选择》 （辛涛） 

随着饭店业的持续、高速发展，人力资源供给问题愈发突出，高级管理专业

人才更加短缺。 根据抽样统计，目前全国高星级饭店在任总经理中学历为本科

的最多不超 20%，其中受到过饭店本科高等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 

中国的饭店高等教育三十年来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整体上看，还是不能充

分满足行业的需求。核心问题是学校传授的知识与饭店运营的实践脱节情况较为

严重，这一点在高等本科学历教育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学校一直是在以自身对饭

店的理解来确定教学模式，而实践证明以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在饭店呆不住、

更难求发展。 本课程主要内容将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1.从现在起 10年，当学生离开学校步入社会，那时的世界是什么样？  

2.从现在起 10年，学生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能取得成功？  

3. 围绕前两个问题如何设计未来的当代饭店教育的有效学习模式？ 

8. 《旅游发展与人才》 （余昌国） 

本课程以旅游业的特点、五大发展趋势、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出发点，

主要介绍旅游人才队伍现状、问题及面临的挑战，旅游人才开发的层次与策略，

旅游教育发展及面临的问题，旅游专业教师的成长与发展等。 

9. 《北京历史文化旅游创新与实践》  （张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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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主要介绍北京独特的地理区位和城市所在的地理环境，以及北京城市

诞生与逐步发展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历程，帮助学员了解北京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的

地理环境基础与历史背景。介绍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空间结构与都城文化特

色，说明明清北京城和西北郊“三山五园”两个重点区域，长城、运河、西山三

个文化带和南部平原文化区，以及现存各级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概况、特色与保护措施。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与文化旅游实践创新：介绍北京文化遗产

资源活化利用与旅游开发现状，文化旅游在发展规划、产品设计、文化体验、文

化传播等方面的实践创新路径与举措，并分享有关案例。 

五、培训团队 

顾问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严旭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主要师资 

余昌国      国家旅游局人事司副司长 

信宏业      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辛  涛      北京旅游协会监事长，博士 

李  广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质监合规部总监，高级经济师，律师 

刘  忠      北京饭店谭家菜餐厅厨师长，谭家菜嫡系传人 

李公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智慧城市研究所副所

长 

张宝秀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博士，教授 

于  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实践教学中心主任，硕士，教授 

石金莲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博士，教授 

王春才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经济系主任，博士，教授 

田彩云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主任，博士，教授 

刘志红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国际旅游系主任，硕士，副教授 



14 
 

六、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班主任 于平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 

主任 
13901012867 

工作人员 

高江江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 

主任助理 
15910682889 

王晶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 

办公室 
13681100991 

孟超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主任 

工程师 
13581501479 

孙宇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主任 

工程师 
13581680859 

安颖 
旅游实践教学中心 

教师 
13126756287 

七、 校区服务 

1. 北京联合大学北四环校区 

北京联合大学是 1985 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北京市属综合性大学，其前身

是 1978 年北京市依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创办的 36 所大学分校。经过 30 多

年的建设与发展，学校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形成了经、法、教、文、史、理、

工、医、管、艺等 10 个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研究生教

育、高职教育、继续教育和留学生教育协调发展的完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北京市

重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也是北京市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 

学校实施“学术立校、人才强校、开放兴校”战略，不断推进内涵式发展，

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首都人民满意的城市型、应用型大学。学校以培养适

应国家，特别是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己任，建校以来，

为国家培养 20 万余名毕业生，他们活跃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各行各业，许多

毕业生已成为政府部门、大型企业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学校现有 12 个校区，分布在北京市的 6 个城区，学校中心校区——北四环

校区毗邻奥林匹克中心区。学校现占地约 900 余亩，校舍面积约 48 万平米，图

书馆藏书近 260 万册，专任教师近 1600 人，全日制在校生 2.5 万余人，其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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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 2.1 万余人，高职高专生 3800多人、来华留学生 1100多人以及一定数量的

硕士研究生。学校还有各类成人教育学生近 5000 人。 

学校现设有应用文理学院、师范学院、商务学院、生物化学工程学院、旅游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信息学院、机电学院、自动化学院、管理学院、特殊教育

学院、艺术学院、应用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机器人学院、国际交流学院

等 16个学院。 

2. 周边住宿 

校区周边 2公里内有皇冠假日酒店、安徽大厦、西藏大厦、和颐酒店、汉庭

酒店、如家酒店、丽枫酒店、7天连锁酒店等精品酒店、快捷酒店 50余家，可满

足学员不同的住宿要求。 

北京安徽大厦            标准间 440元/间/天 

北京观唐假日酒店        标准间 295元/间/天 

大床房 280元/间/天 

鸿炜亿家连锁酒店        标准间 400元/间/天 

大床房 460元/间/天 

北京西藏大厦            标准间 600元/间/天 

大床房 670元/间/天 

北京如家和颐酒店        标准间 500元间/天 

大床房 550元/间/天 

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酒店当时实价为准 

3. 周边景点 

校区周边 4 公里内有水立方、鸟巢、玲珑塔、观光塔、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国家会议中心、北京科技馆、炎黄艺术馆等著名景点。 

4. 餐饮 

校区内有招待食堂 1个、学生食堂 3个、地下饮食广场 1个、旅游学院餐饮

实践中心 1个。其中地下饮食广场和餐饮实践中心由部分在校学生参与运营与管

理，是集教学与经营相结合的实践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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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西面、北面有大小饮食街多条，有多个主题餐厅、自助餐厅、糕点房、

大排档等，包含了京味、川菜、鲁菜、东北菜等主要菜系。 

5. 其他服务 

校区内有校医院、文印社、咖啡厅、自动贩卖机、洗衣店、小卖铺等；校区

周边有物美、华堂商场、北辰购物中心、金泉广场等大型商场及超市，可满足学

员日常生活及购物需要。 

6. 交通 

北京联合大学北四环校区坐落于北四环东路惠新东桥东北侧，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有地铁 5 号线及特 9 外环、740、运通 101、运通 201、408、596、

409、386 等十余条公交线路。 

（1） 机场-校区 

 机场大巴-中关村线-小营站下车-步行 720米； 

 打车约 70元+10元高速费。 

（2） 北京南站-校区 

 北京南站-地铁 14号线东段（善各庄方向）-蒲黄榆站换乘-地铁 5号线

（天通苑北方向）-惠新西街北口下车 B出口-步行 1000米； 

 打车约 85元。 

（3） 北京西站-校区 

 北京西站-地铁 7 号线（焦化厂方向）-磁器口站换乘-地铁 5 号线（天

通苑北方向）-惠新西街北口下车 B出口-步行 1000米； 

 打车约 7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