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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协教育发【2018】第 007 号 

关于举办 2018 年全国旅游院校师资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旅游院校： 

为提高旅游院校师资专业素质，推动院校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

质量的提升，根据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度工作安排，定于

7 月-8 月举办“2018 年全国旅游院校师资培训班”。现将具体事宜通知

如下： 

一、培训专业及承办院校 

本次培训开设 5个培训班： 

旅游管理专业培训班由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旅游高等专科

学校承办， 

酒店管理专业培训班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承办，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培训班由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承办， 

旅游类实践教学专题培训班由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承办， 

景区与休闲专业（方向）培训班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承办。 

二、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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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旅游管理专业培训班定于 7月 21-29日在上海举行， 

酒店管理专业培训班定于 7月 7-14日在北京举行，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培训班定于 7月 12-19日在海口举行， 

旅游类实践教学专题培训班定于 8月 1-8日在厦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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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与休闲专业（方向）培训班定于 7 月 22 日-28 日在杭州举行。 

四、其他事项 

1.培训证书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统一制作并发放。 

2.培训费由各承办院校收取，收费标准详见报名简章。 

3.各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截止日期和报名方式详见附件。 

4.其他事项可与相应承办学校的联系人咨询，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联系人：田华  

电  话：010-85959389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 4月 16日 

 

附件 1：2018 年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2：2018 年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附件 3：2018 年全国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4：2018 年全国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附件 5：2018 年全国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6：2018 年全国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附件 7：2018 年全国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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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旅

游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的 2018 年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8年 7月 21日—7月 29日在上海举办。 

本次培训班旨在围绕推进旅游院校教学改革深化、提高旅游专业教

育教学质量；探讨旅游专业教育教学方案、拓展旅游专业教师专业视野；

促进专业教师综合素质培养，分享旅游专业建设实践成果。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邀请专业院校资深教师、行业协会知名人士、旅游品牌

企业高管、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等主讲，有鲜明的理论性、现实性、针对

性与实践性。通过学习交流搭建旅游管理专业师资交流平台，让全国旅

游管理专业相关院校的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握旅游管理学科的最新

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教育视野和提高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水平。 

本次培训课程涉及旅游发展与人才开发、旅游营销理论方法精粹及

案例教学示范、高校旅游教师的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国际邮轮发展趋

势与优质服务体验、迪士尼落户上海与中国主题公园的演变趋势、城市

建设与工业旅游发展、游客体验领域的理论前沿与研究方法、传统村落

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我国旅游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研究、旅游

景观研究、地域文化挖掘和全域旅游品牌塑造、旅游品牌的打造与营销

等多项课程以及上海国际邮轮码头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上海通用汽

车制造厂、上海可口可乐制造厂实地教学体验活动。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培训时间：2018年7月21日（周六）—7月29日（周日）。 

2、培训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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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专业在职青年教师。 

3、培训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1号（田林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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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训费：369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证书工本费等），（不含住

宿费、餐费，往返交通费自理）。】 

5、食宿费：3280元/人。【学校统一安排，含宾馆双人标准间、一日三

餐、实地教学费用。（因个人原因不参加考察不予退费）】若要住宿单间

需补房差2000元/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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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tz@shnu.edu.cn。如需注册时领取发票，请注明发票抬头全

称。报到时请携带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用于制作培训证书。 

7、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7月15日 

8、缴费须知： 

户名：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开户银行：建行奉贤支行柘林办事处 

银行账号： 31001930610059860001 

转账时务必注明“旅游管理师资培训”字样 

9、报名联系人： 

张  杰 电话：13917712756  邮箱：jetz@shnu.edu.cn 

陈维勇 电话：021-57126279、13301605220   

邮箱：243754166@qq.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 4月 16日 
  

mailto:jetz@shnu.edu.cn
mailto:jetz@shnu.edu.cn
mailto:2437541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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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回 执 

 
姓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  工作单位  

最高学历  手机号码  

常用邮箱  

是否代定住宿 是□ 否□ 

是否携带家属 是□ 否□ 

几位家属：（      ）大、（       ）小，总共（      ）人 

所有项目均为必填项。请将此回执连同培训费转账单据的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给我

们。谢谢合作！电话：13917712756 邮箱：jetz@shnu.edu.cn。 

  

mailto:jetz@s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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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以正式报到后领取的版本为准)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2018年 7月 21日—7月 29日 

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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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培训目标与承办校简介 

本次培训班旨在围绕推进旅游院校教学改革深化、提高旅游专业教

育教学质量；探讨旅游专业教育教学方案、拓展旅游专业教师专业视野；

促进专业教师综合素质培养，分享旅游专业建设实践成果。贯彻理论联

系实际的原则，邀请专业院校资深教师、行业协会知名人士、旅游品牌

企业高管、政府主管部门领导等主讲，有鲜明的理论性、现实性、针对

性与实践性。通过学习交流搭建旅游管理专业师资交流平台，让全国旅

游管理专业相关院校的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握旅游管理学科的最新

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教育视野和提高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4 年，1987 年在地理系的基础上，设立旅

游管理专业，在上海乃至全国率先招收旅游师资班；1998 年，地理系、

旅游系、环境保护研究室组建上海师范大学城市与旅游学院。上海旅游

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 1979年，是中国第一所培养旅游高级专门人才的高

等学府，原隶属国家旅游局主管，2000年划归上海市教委属地管理。2003

年，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划归上海师范大学管理，与原上海师范大学

城市与旅游学院合并组成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

校是法人单位，2011年，学校通过教育部和财政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建设计划的验收，成为全国唯一一所旅游类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新组建的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坚持“面向国际、依托行业”的办

学理念，以“毕业生在行业的集聚度”和“科研成果对行业的贡献度”为

基本办学目标，坚持在与行业发展互助互利、协调共进中，不断提升办

学质量和办学实力，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

“景校合一、道业贯通”的校园文化建设理念。学院现为世界旅游组织

（WTO）附属成员、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亚太旅游教育培训机构（APETIT）

执委会副主席、亚太旅游协会会员（PATA）、国际展览产业联盟（IEIA）

成员，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上海旅游行业协会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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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单位，上海旅游职业教育集团理事长单位。学校多名教师分别担任教

育部旅游管理本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旅游行业指导委员会

委员等。学校分别是中国旅游名校 T10 联盟成员和中国旅游院校五星联

盟成员。 

学院现设会展与经济管理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酒店与烹饪

学院、旅游外语学院、地理系、公共教学部等 6 个二级教学机构，拥有

博士点 1个、硕士点 2个（下设二级学科硕士点 6个）、专业硕士点 2个，

设有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等 6 个本科专业

及会展策划与管理、酒店管理、烹饪工艺与营养等 13个专科专业，其中

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为学院优势专业之一。 

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由原旅游学系和旅行社

管理与电子商务系联合组建而成。现有专任教师近 40名，其中具有高级

职称的约占 60%，具有博士学位的约占 50%。学生总数约为 1350 名，其

中本科生约 500名，占近 40%。 

教学方面，学院现有 3个层面、5个专业，即：专科、本科、研究生

3个层面，研究生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旅游管理专业、专科旅游管理专业、

专科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专科旅游电子商务专业 5 个专业。其中本科

旅游管理专业创建于 1987 年，是上海市最早设立的旅游管理专业（本

科）。经过 30 年的努力，现已形成多层面、多方向的独特专业体系，并

在国内外旅游教育界具有较大影响。2005年，被上海市教委批准为“会

展建设高地”；2010 年，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4 年获上

海市教委应用型本科试点立项。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

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联合发布的《中国大学及学科专

业评价报告》，旅游管理专业在全国 380多所高校所设置同类专业中排名

第六。 

科研方面，近三年来，学院教师共获得各级校外课题 60余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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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自然基金项目 6 项，国家旅游局、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

等省部级 15项。在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学刊、旅游科

学、人文地理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50篇。此外，学院还设有上海旅游法

制研究中心、上海旅游标准化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在业界具有较大影

响力。 

二、培训守则 

为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确保教学效果，特制定如下管理要求，请

各位学员自觉遵守。 

1. 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2. 不得带其他与培训无关的人员进入课堂； 

3. 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4. 课堂中禁止吸烟，若有需要请移步楼宇之外； 

5. 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6. 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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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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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得体； 

10. 请学员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培训课件者，请课后与班主任联

系； 

11. 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全体学员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要求，违反规定者将给予警告直至取

消培训资格，并将相应情况反馈至学员所在单位。 

三、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演讲嘉宾 

7.21  全天 学员报到 全体学员 

7.22 8:15-9:00 开学典礼 相关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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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1:30 旅游发展与人才开发 余昌国 

14:30-17:00 旅游营销理论方法精粹及案例教学示范 何建民 

18:30-20:30 学员分组专题讨论与交流 全体学员 

7.23 

9:00-11:30 高校旅游教师的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 马勇 

14:30-17:00 迪士尼落户上海与中国主题公园的演变趋势 楼嘉军 

18:30-20:30 学员分组专题讨论与交流 全体学员 

7.24 全天 
城市发展与工业旅游现场教学-大众汽车制造厂、

养乐多饮品公司 
全体学员 

7.25 

9:00-11:30 游客体验领域的理论前沿与研究方法 马剑瑜 

14:30-17:00 以研究为导向的旅游人才培养 张朝枝 

7.26 全天 
国际邮轮发展趋势与优质服务现场教学-国际邮轮

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 
全体学员 

7.27 
08:30-11:30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或：我国旅游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研究 

卢松 

或：李萌 

14:30-17:00 旅游景观研究 张捷 

7.28 

9:00-11:30 地域文化挖掘和全域旅游品牌塑造 沈祖祥 

14:30-17:00 旅游品牌的打造与营销 李也 

17:00-17:30 结业典礼 相关领导 

7.29 早餐后 返程 全体学员 

注：课程内容、顺序以最终执行稿为准 

四、师资介绍 

顾问 

康年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教授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师资（按授课顺序） 

余昌国  国家旅游局人事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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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民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马  勇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楼嘉军  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休闲研究中心主任，旅游系教授、博导 

马剑瑜  上海师大旅游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博士、副教授     

张朝枝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卢  松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张  捷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李  萌  国家新型智库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   

沈祖祥  复旦大学全球旅游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李  也  上海李也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五、专家简介 

▲余昌国——国家旅游局人事司副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多所旅

游院校客座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硕士导师，发表论文多

篇，曾出版《旅游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现代饭店管理创新》、《告诉你一

个不一样的桂林》等专著。 

▲何建民——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旅游管理系主任。获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旅游局

“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先后在《管理世界》、《旅游学刊》

等发表旅游管理学术论文数十篇。曾先后荣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上海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与优秀论文奖、全国优秀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马勇——湖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组部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陕西省“百人计划”专家、教育部旅游管理教指委

副主任、湖北省旅游管理教指委主任、教育部授予的《旅游管理》国家级特

色专业点、《旅游管理》国家级本科综合改革实验区、《旅游管理》专业国家

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试验区总负责人兼首席教授；教育部授予的《旅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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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总负责人兼首席教授，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获得者。 

▲楼嘉军——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休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旅游产业与企业战略、城市休闲化

比较、主题公园与节事活动。出版《中国城市休闲化发展研究报告》、《论休

闲与休闲时代》、《中国旅游业结构转型与和谐发展》、《休闲新论》、《上海城

市娱乐研究》等著作 12部，发表论文 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和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以及上海与外省市旅游局等部门委托的研究课

题 40余项。 

▲马剑瑜——博士、副教授、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主讲“旅游

市场营销”、“休闲与娱乐场馆经营管理”、“环境解说”等课程。曾在国际权

威旅游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营销”

（Journal of Tourism and Travel Marketing）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

文。主编“游客体验设计”一书（英国 CABI出版社旅游前沿丛书之一）。主

要研究领域为服务营销、游客体验、环境教育，房车旅游等。上海旅标委房

车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科普教育基地联合会讲解员培训师。 

▲张朝枝——教授、博导、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中国中山大学国家公园国际联合实验室（张家界）主任、中国地理

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广东省旅游协会副会长、国际古迹遗址保

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遗产管理项目专家

委员，担任《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Asian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旅游论坛》、《旅游导刊》等多个国内外重要刊物编委

以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等多个 SSCI

刊物审稿人。主要研究旅游与遗产保护，旅游目的地发展与管理，近年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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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主要完成国家基金

3项，省部级基金 3项，主持各类规划咨询项目 40余项。 

▲卢松——2007年获南京大学理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地理

专业、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旅游管理专业硕士（MTA）研究生导师，主

要从事旅游地理学、旅游社会学、文化遗产旅游等教学与研究。安徽省学术

与技术带头人，中国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入选国家旅游局首届“旅游

业青年专家”。主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旅游发展对传统地域文化

景观演变的影响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 [41371159]，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1 项（“交通要素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影响与优化研究”

[40801054]）、国家旅游局课题和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各 1 项；参

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在《旅游学

刊》、《人文地理》、《地理学报》、《农业经济问题》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80

余篇，出版专著 1部；主持旅游类国家级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1项、省级

教研项目 1项，主编教材 1部、参编教材 2部。研究成果获国家旅游局优秀

学术成果奖 3项、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奖 1项、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1

项、安徽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3项。 

▲李萌——国家新型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

究员、产业经济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上海文旅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市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评审专家、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评审专家、服务贸

易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评审专家。曾长期在上海市、区产业经济管理部门任

职，主要研究文化旅游产业创新转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近两年主持完成

政府、企业委托研究项目 20余项。 

▲张捷——博士，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

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

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地理联合

会（IGU）旅游休闲与全球变化专业委员会执行委员、国际旅游研究会（I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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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中国地质学会洞穴委员会副主任、《Tourism Geographies》编委、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名誉研究员、中国地质学会岩溶专业委委员等。主要研

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信息地理和书法地理、喀斯特地貌。在国内

外核心刊物及出版物上发表论文 200 多篇，学术论文 CNKI 统计总被引次数

6400多次（检索日期 2014年 4月 30日）。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6项。主

持江苏省“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江苏省古运河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江苏

沿海地区旅游发展规划、UNESCO 三清山世界遗产地游客管理规划等多项旅

游规划项目。 

▲沈祖祥——复旦大学旅游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全球旅游经济与文化研究中

心副主任。长期从事旅游文化教学与研究，著有《旅游与中国文化》、《旅

游文化学》、《旅游宗教文化》等。致力于旅游策划理论探索与实战演练，

主持各类旅游策划 300余项，出版有《现代旅游策划学》、《旅游策划理论

与方法》等。 

▲李也——上海李也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旅游产业咨询 15

年，曾策划黄果树、西溪湿地、崂山、武当山、武隆等项目超过 300个。提

出的“知名度就是旅游营销的第一生产力”、“旅游人气金字塔”等理论，

被誉为业内实战教科书。 

六、课程简介 

▲《旅游发展与人才开发》余昌国 

——课程结合旅游业的特点、五大发展趋势以及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主要介绍旅游人才队伍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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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旅游营销理论方法精粹及案例教学示范》何建明 

——本讲座的主要目的是：在旅游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旅游营销创新日益重

要的背景下，帮助旅游管理专业的老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深刻认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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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营销要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掌握好旅游营销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并结合旅游营销的案例教学方法，示范说明如何讲授好旅游营销课程。 

▲《高校旅游教师的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马勇 

——高校旅游教师肩负着培养建设中国旅游强国的历史责任，要想成为一位

优秀的高校旅游专业教师，除了需要接受过良好的高学历教育之外，至少应

该注重自身的五大素质培养和六大能力提升。五大素质具体表现为：理念素

质、品德素质、知识素质、科研素质和 3Q 素质。六大能力具体表现为：思

辨能力、表达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 

▲《迪士尼落户上海与中国主题公园的演变趋势》楼嘉军 

——结合迪士尼落户上海的案例，紧扣由迪士尼梦到迪士尼化的演变主线，

解析迪士尼的发展特点，分析迪士尼落户上海对长三角以及中国主题公园发

展的影响，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变趋势。 

▲《游客体验领域的理论前沿与研究方法》马剑瑜 

——课程由两大块内容构成。首先，系统介绍在游客体验领域中西方最新的

研究成果和理论发现，捋顺研究脉络与进展，凸显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研究重

点，点评各类研究设计的特点，并提供研究方向的猜想。与此同时，对相关

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强调定性和定量研究中，不同方法的特点，与研究问

题的适应性和匹配度，数据的要求，方法的实践等，结合英文期刊文章的写

作特点，帮助提升学员们的英语论文研究与写作能力。 

▲《以研究为导向的旅游人才培养》张朝枝 

——围绕如何将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融合，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方面共同

推进问题，分享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近十年来的经验。 

▲《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卢松 

——本课程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互动研究为论题，运用多学科交

叉进行综合分析方法开展互动研究，论述重点有：（1）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研究。文化遗产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促使其价值凸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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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开发中必须根据文化遗产的特点，选用合适的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

采用相应的开发模式和开发项目进行开发。（2）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

互动研究。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可以为其保护注入资金，实现其独特的价值

魅力；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又促进旅游开发进一步开展，从而形成文

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 

▲《我国旅游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研究》李萌 

——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任务，我

国旅游业步入优质旅游新阶段。这急需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视野加强旅游产

业发展研究。核心内容包括：促进旅游产业技术创新；优化旅游产业政策制

度供给；加强研发机构及产业智库引领；培育提升旅游产业市场主体能级；

加强产业资金及人才关键要素保障；构建产业发展社会组织服务体系；建设

旅游产业国际创新合作网络等。 

▲《关于旅游景观的若干问题》张捷 

——结合多年旅游研究心得和旅游规划经验，就景观指数与旅游干扰、景观

意象与游客体验、景观偏好与客流分布、景观格局与旅游规划、景观分异与

文化认同等问题展开阐释与讨论。 

▲《地域文化挖掘和全域旅游品牌塑造》沈祖祥 

——在当今这场席卷祖国大地的全域旅游浪潮中，各地对于地域文化的挖掘

同样到了空前的程度。地域文化在各地蓬勃开展的全域旅游建设中，究竟具

有怎样的全新的价值与意义，全域旅游如何通过地域文化的挖掘、包装和策

划，不断提振旅游的精气神？《地域文化挖掘与全域旅游品牌塑造》试图理

论结合实践进行探索。 

▲《旅游品牌的打造与管理》李也 

——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品牌竞争的高级阶段，旅游品牌已经成为

城市精神的符号、成为游客选择的标准。那么如何创建一个旅游品牌？如何

快速提升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如何使旅游品牌持续保持吸引力？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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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面临的实际问题。课程将结合诸多案例及其他产业品牌塑造的经验，

系统的讲解品牌的基本概念及塑造的方法。 

七、实践教学点介绍 

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 

“海洋量子号”邮轮拥有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设施，北极星以 360度

摇臂支撑在距海平面近 100米的高空，让游客将巨大船体和广阔海景尽收眼

底。"海洋量子号"作为量子系列中的第一艘邮轮，重约 16.8 万吨，可容纳

4180名乘客，是世界上最大的十艘邮轮之一。无论是待在套房还是内舱房，

你都会发现更多的空间，智能的客房设计让你的居住更为舒坦。 

船上有先进的运动和娱乐场所，音乐表演大厅和最热门的现场音乐演奏

场所。顶层甲板配备阳光浴场、泳池和儿童水上乐园，此外如海上攀岩墙、

FlowRider 冲浪模拟器、屡获殊荣的海上历奇青少年活动中心、Royal Babies 

and Tots托儿所、以及汇聚了怪物史瑞克、功夫熊猫及马达加斯加等动画明

星的梦工厂主题娱乐活动等。 

上海大众汽车 

1978年 11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

亲自批示，正式拉开了轿车中外合资经营洽谈的序幕。1984年 10月，中德

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上海大众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

了。作为一个跨国界、跨文化、跨时代、跨技术的国际大企业，上海大众荣

获了一系列殊荣，并连续九年被评为全国质量效益型企业。在发展历程中，

上海大众创造了中国轿车工业的多项第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个中外合

作成功的典范，上海大众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养乐多生产厂 

20世纪初叶，卫生条件落后，人们经常感染肠道疾病。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养乐多的科学家们成功分离并强化培育出可以活着到达肠道并发挥有益

作用的乳酸菌。1935年 “养乐多活菌型乳酸菌乳饮品”问世。慢慢地，这

https://baike.so.com/doc/5928207-6141131.html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2%93%E5%B0%8F%E5%B9%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A%BA%E6%B0%91%E5%A4%A7%E4%BC%9A%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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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肠道健康有益的饮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喜爱。今天，养乐多始终

把不断探索生命科学作为事业的根本，致力于为世界人类的健康和美好生活

做出贡献。 

八、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总负责：陈维勇 13301605220 

学员服务、实践教学环节：张杰 13917712756 

专家服务、课堂教学环节：张晶 13817801178 

九、交通方式 

会议及住宿地址：田林路 1号(近柳州路)，上海田林宾馆。 

火车方式： 

1、抵达上海火车站：坐地铁 1 号线到“漕宝路站”，打的到上海田林

宾馆（地铁费 5元，打的费 16元左右，时间 10分钟）。 

2、抵达上海南站火车站：打的到上海田林宾馆（打的费 20元左右，时

间 15分钟）。 

3、抵达上海虹桥火车站：坐地铁 10号线到“虹桥路站”，同站转乘地

铁 3号线到“上海南站”，出站后打的到上海田林宾馆（地铁费 6元，打的

费 20元左右，时间 15分钟）。 

飞机方式： 

1、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坐机场大巴 7 线，抵达上海南站后，打的到上

海田林宾馆（机场大巴 25元，打的费 20元左右，时间 1.5小时） 

2、抵达上海虹桥机场：请参考火车抵达虹桥站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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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全国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招生简章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

学院承办的 2018年全国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8年 7月 7—

14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行。  

在前三届培训班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本次培训班将针对当前国内外

酒店业产生的新变化、新趋势与新理论，利用承办方在酒店管理教育上

的学科专长、国际化师资团队、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在课程设计上突

出国际化、特色化、创新化的理念，将在国内外酒店业发展最新趋势，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赋能下的酒店管理前沿，提升科研能力与

国家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经验分享等内容展开培训，让全国酒店管理教

育相关院校的中青年骨干有机会了解和把握酒店业发展前沿、酒店管理

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酒店管理教育视野和提高酒店管理教学、

科研水平。 

培训班将邀请领域内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校和行业协会中的高管、

知名学者、专家进行授课，为学员精心讲授中国酒店业发展、国际酒店

产业发展趋势、中餐文化与中国餐饮市场发展趋势、2018版星级饭店评

定标准修订解读及对酒店管理的启示、人工智能与酒店收益管理、大数

据赋能下的酒店网络营销、产学研一体化与酒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

研能力提升与国家课题申报、酒店管理研究进展与方法、以及来自 Airbnb、

亚朵、美团旅行等优秀企业案例分享等十余门课程，并将安排丰富多样

的现场交流活动。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间：2018年 7月 7—14日，其中 7日报到、7月 8至 14日授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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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 1号）。 

3、报名费：3800元/人。往返交通费、食宿费用需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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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mbisu@163.com。如需注册时领取发票，请注明发票抬头

全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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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 7月 1日 

6、缴费账号： 

账户名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开户账号：11043301040003700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定福庄支行银行转账 

银行转账时请备注“付款人姓名+2018酒店师资培训”字样。  

7、联系人：冉老师 65778251；黄老师 65778252；  

李老师 13810413415 

专用邮箱：shmbisu@163.com 

咨询时间：上午 8:30——12:00；下午 1:30-4:30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 4月 16日 

  

mailto:shmbis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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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回 执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现任职务/职称  最高学历  

手机号码  常用邮箱和微信号  

*参加培训后是否需要参会证明 是□    否□  

培训费发票需要您提供的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您的缴费方式： 

公务卡现场缴费□ 

银行汇款□ 

需预定校园国交住宿（限 5 月 1 日前） 男（）人；女（）人 

 

其它备注（如您因各种原因无法按时报到，请备

注抵达日期及时间） 

 

 

 

 

* 报到时请携带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张，用于制作培训证书。 

注：加的内容为必填项，请将此回执连同报名转账单据的扫描件或照片一并发给我们

（shmbisu@163.com），谢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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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全国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以正式报到后领取的版本为准)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2018 年 7 月 7 日-14 日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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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目标和承办校简介 

受到新消费阶层的消费需求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

兴技术的产生，新兴市场需求强势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酒店业

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和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目前我国旅游业进入“优质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酒店业在多种因

素推动下，在产业结构、业态形式、品牌体系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出现了

较多创新实践。例如，伴随非标准住宿的成长使得酒店业格局进入大住

宿业格局，民宿客栈、共享住宿、精品酒店、生活方式酒店、露营地等大

批新兴住宿业态不断产生，酒店与旅游、零售、文创、互联网等企业进

行跨界融合，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对酒店的经营、管理、服务

各方面影响巨大，传统星级酒店也在深度调整中进行转型升级。 

在这一背景下，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承办的 2018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师资

培训班，在前三届培训班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将针对当前国内外酒店业

产生的新变化、新趋势与新理论，利用承办方在酒店管理教育上的学科

专长、国际化师资团队、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在课程设计上突出国际

化、特色化、创新化的理念，将在国内外酒店业发展最新趋势，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赋能下的酒店管理前沿，提升科研能力与国家课

题申报和论文发表经验分享等内容展开培训，让全国酒店管理教育相关

院校的中青年骨干有机会了解和把握酒店业发展前沿、酒店管理学科的

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酒店管理教育视野和提高酒店管理教学、科研水

平。 

本次培训班将充分利用承办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在酒店教育与科研上的学科专长和丰富经验，依托并充分利用学院作为

中国旅游研究院饭店产业研究基地的平台优势，充分整合国内外教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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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产业资源，设置前沿性与经典性并重、理论性与实务性兼备的课程

体系，并邀请国内外知名高校、协会、企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高管进

行授课，为学员精心讲授中国酒店业发展、国际酒店产业发展趋势、中

餐文化与中国餐饮市场发展趋势、2018版星级饭店评定标准修订解读及

对酒店管理的启示、人工智能与酒店收益管理、大数据赋能下的酒店网

络营销、产学研一体化与酒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科研能力提升与国家

课题申报、酒店管理研究进展与方法、以及来自 Airbnb（爱彼迎）、首都

机场旅业、亚朵酒店、美团旅行、众荟科技等优秀新兴企业案例分享等

十余门课程，并将安排丰富多样的现场交流活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是我国最早开设酒店管理的高等

教育机构。学院秉承“诚朴、礼信、勤毅、励博”的宗旨，以“专业+外

语”及“官产学研多元协同”的培养模式，以培养能够胜任现代酒店业、

健康服务产业及相关新业态的国际化、复合型、创新性经营管理人才为

目标，努力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酒店管理学院。 

学院办学层次分为本科生、学术型研究生和 MTA（旅游管理专业硕

士），其中外国留学生年均招生 20 名。本科酒店管理专业下设酒店管理

方向和健康产业管理方向。研究生饭店管理专业设有现代饭店投资与管

理、饭店地产及新业态投资与管理两个方向。学院有北京市级“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旅游集团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国家旅游局“中国旅

游研究院饭店产业研究基地”和“北京市朝阳区首旅建国与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协同创新中心”，有校内“大益爱心茶社”大学生创业基地。学

院每年举办“中国酒店教育教学法论坛”、“中国酒店投资峰会”、“中国

旅游创业高峰论坛”、“中国健康与养老高峰论坛”等学术活动。学生曾

获得 PATA等国际组织以及国家级、北京市级各种竞赛大奖。教育质量通

过了世界旅游组织（WTO Tedqual）最高年限认证。 

学院下设酒店管理系和健康产业管理系。拥有专职教师 11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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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3 名、副教授 4 名和讲师 4 名。全部获国内外名校博士学位。有北

京市长城学者计划 1 名，北京市教学名师 1 名，北京市拔尖创新青年人

才 3名。学院还聘请了 30多名来自政府和著名酒店企业集团的高管担任

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并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行业领袖及专家

为学生作专题讲座。学院教师国际化程度较高，90%以上的老师都曾在英

语国家留学或有访问学者经历，80%以上课程采用双语或纯英语授课。《国

际饭店管理》的纯英文课程还入选 2013 年教育部来华留学生精品课程。

近三年学院教师承担国家级、省部级及行业协会课题近 30项，获得二十

余项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仅 2017年度，我院教师就在国内外顶级期刊

发表论文 8篇（SSCI）。学院为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和中国旅游协会旅游

教育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先后和爱彼迎（Airbnb）、首旅集团、海航集团、

中国旅游集团、锦江集团、亚朵集团和华盛国际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与万豪、洲际、希尔顿、香格里拉集团、美国迪斯尼、首都机场集团、开

元集团和美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学院在校

内建有占地 200 平米的学生专用实习实训基地和创业基地“大益爱心茶

室”，并拥有“首旅建国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协同创新中心”。学院为

学生提供了“学习-实习-就业”一条龙的多样化支持和服务，为学生的

就业创业提供了有力保障。学院每年举办“中国酒店教育教学法论坛”、

“中国酒店投资峰会”、“中国旅游创业高峰论坛”等学术及行业会议，

拥有丰富的学术与产业资源。同时，与 Airbnb（爱彼迎）组织旅游扶贫

挑战赛。 

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建立起广泛的科研与合作平台，如美国康奈尔大

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普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佛罗里达大

学（含迪士尼实习）、法国夏斗湖校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格里菲斯

大学等海外院校。每年招收近 20 名国际留学生。在北京高等学校“高水

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中，我院有 13名学生赴美国南开莱罗纳大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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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 3 年的双学历“1+3 学习”和 4 名学生赴美国马里兰大学“1+2+1”

项目实现国际优质酒店管理教育资源的充分共享。 

二、培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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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敬请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2、不得带其他与培训无关的人员进入课堂； 

3、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4、课堂中禁止吸烟，若有需要请移步楼宇之外； 

5、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6、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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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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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得体； 

10、请学员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培训课件者，请课后联系班主任； 

11、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全体学员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要求，违反规定者将给予警告直至取

消培训资格，并将相应情况反馈至学员所在单位。 

三、培训日程 

授课时间 课程名称 主讲人 主持人 

2018.7.8 

8:30-8:45 
开班式 有关领导 

姚睿党总支书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8:45-9:00 全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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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8 

9:00-10:30 

 

中国酒店业的发展与再认

识 

 

张润钢秘书长、副会长 

中国旅游协会 

秦宇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8 

10:30-12:00 

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星

级饭店评定标准及 2018

版修订解读 

谷慧敏院长、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

理学院 

李朋波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8 

13:30-16:30 

新时代酒店经营战略管理

创新前沿 

 

秦宇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

理学院 

吕勤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8 

17:30-20:00 

研究工作访 1：酒店管理

研究国际发表经验分享 

 

马双副教授、江静博士、雷

铭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

理学院 

同主讲人 

2018.7.9 

8:30-11:30 

中国餐饮文化与中国餐饮

业发展趋势 

吴坚院长 

中国餐饮产业研究院 

王俞副院长、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9 

13:30-16:30 

人工智能下酒店收益管理

创新实践 

李征收益管理首席策略咨询

师 

众荟科技有限公司 

李彬系主任、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9 

17:30-20:00 

研究工作访 2：酒店管理

研究国内高水平论文发表 

李彬副教授、 

李朋波副教授、朱志胜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

理学院 

同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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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10 

8:30-11:30 

消费转型下的中国酒店投

资思考 

彭青教授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王俞副院长、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0 

13:30-16:30 

信息技术与旅游酒店研究

融合：理论前沿与研究分

享 

李辉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朱志胜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1 

8:30-11:30 
国际酒店业投资发展趋势 

华楠副教授 

中佛罗里达大学旅游酒店管

理学院 

雷铭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1 

13:30-16:30 

大数据赋能下酒店网络营

销创新实践 

郭庆副总裁 

美团旅游 

马双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1 

17:30-19:30 

研究工作访 3： 

科研能力提升与国家课题

申报指导 

曾国军教授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李彬系主任、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2 

8:30-10:30 

产学研一体化与酒店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 

辛涛秘书长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王俞副院长、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2 

10:30-12:00 

全球共享住宿业发展的趋

势与展望 

Mike Orgill 亚太区公共政

策总负责人 

Airbnb(爱彼迎) 

安丽副总裁 

爱彼迎中国区 

李彬系主任、副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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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时间可能因为教师日程及企业安排临时微调。 

四、专家简介 

▲张润钢——现任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曾任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

北京首旅集团副总裁、首旅酒店集团董事长、首旅建国酒店管理公司总

经理、中国银行总行投资管理部（原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

兼东方酒店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国家旅游局质量规范与管理司

副司长等职务。 

▲谷慧敏——北京第二外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旅游研究院饭

店产业研究基地主任，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计划领军人才，北京

市长城学者计划人选，北京市教学名师等称号。国家旅游局专家咨询委

员会委员，国家级饭店星评员，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

旅游饭店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旅游协会妇女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

2018.7.12 

13:00-17:00 

共享住宿企业运营-

Airbnb 北京总部（分

批）现场教学 

仲一鸣 Airbnb 爱彼迎 

公共政策中央事务负责人爱

彼迎中国区 

王俞、李彬、李朋波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3 

8:30-16:00 
现场教学 北京市内酒店 

谷慧敏、马双、朱志

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4 

8:30-11:00 

中档酒店发展趋势及亚朵

酒店创新实践 

田皓总经理 

亚朵酒店集团北方分公司 

江静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2018.7.14 

11:00-11:30 
结业式及证书授予仪式 相关领导 

谷慧敏院长、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酒店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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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授协会理事；《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旅游学刊》等国内外期刊编委。出版著作和教材 30 多

部，在《Tourism Management》、《Cornell Hospitality Quarterly》、

《南开管理评论》、《管理评论》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发表百余篇学

术论文，其中 SSCI 期刊近 20 篇，国际学术论文被引用率居国内学者

前茅。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旅游局优秀科研成果奖、

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等省部级奖 10 多项，主持和承担国家级和省部

级项目近 10 项和北京市旅游委员会等机构 20 多项研究课题。 

▲秦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授，《旅游导刊》执行主

编。主要从事旅游企业战略管理和运营管理研究。秦宇教授的科研成果

曾经发表于《管理世界》、《管理学报》、《旅游学刊》、《北大商业评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等一流刊物及科学出版社、人民大学出版社等一流出版社。近年来，秦

宇教授及其合作者关于中国新兴旅游企业经营战略和商业模式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

进行了较好的解释。 

▲马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集中在酒店

价值共创和大数据营销方面，共发表 CSSCI 及 SSCI 期刊论文 20 余篇，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项，出版著作 2部。其中，发表 SSCI论文 8篇，

包括营销管理顶级期刊 Journal of Marketing 和酒店管理影响因子最

高 期 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发表 CSSCI 论文 14 篇，其中《管理世界》和《管理评论》

各 1 篇。荣获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和北京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江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系讲师，中国企

业联合会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博士后，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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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 20 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企业文化、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先后

作为主要负责人为锦江之星、华天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石油、天津港

集团、开滦集团、北京印钞厂、通威集团、青藏铁路、汾酒集团、四川航

空等 30余家知名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著有《企业文化管理—中国企

业进化之道》、《国投之魂》，并在人民日报、中国企业报等权威媒体发表

文章余篇。 

▲雷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心理学博

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健康心理学、 组织行为学、消费者行为学等，科

研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Behavioral Brain Research》、

《Hearing Research》、《生理学报》等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目前主持

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5 项。同时，雷铭博士担任《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杂志编委，中国心理学会会

员。 

▲吴坚——中国餐饮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烹饪协会企业家委员会执行

主席，中国烹饪协会正餐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辰智中国餐饮大数据研

究中心主任，励德酒店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荣获“中国餐饮 30年

功勋人物”，出版《餐饮企业经营策略第一书》。 

▲李征——众荟科技首席收益策略咨询师。20年酒店从业经历，其中 15

年收益管理工作经历，历任国际、国内酒店及酒店集团收益管理职务。

履新前，为首旅酒店集团收益管理最高负责人。擅长收益管理实战技能

评估和针对性培训，单体酒店和酒店集团收益管理体系、会员体系的搭

建和指导。 

▲朱志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讲师，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博士，2013-2017年间先后在北

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担任实习研究员，近

几年在《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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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观察》、《南大商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余篇，曾获中国劳

动学会年会年度优秀论文奖，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及政府咨询课

题近 10项，担任《中国农村经济》、《人口与经济》等 CSSCI期刊匿名审

稿人。 

▲李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系主任、副教授，

中关村智慧旅游协会旅游创新创业研究院主任、《旅游导刊》特约编辑、

《旅游学刊》、《旅游论坛》、《经济管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等期刊匿名评审人。李彬博士在《管理世界》、《旅游学刊》、《经济学动

态》、《南开管理评论》、《Tourism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等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发

表论文 20 余篇，连续 3 年出版《中国旅游创新创业发展报告》，曾主

持及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及政府企业咨询课题 10 余项，荣获国家旅游

局优秀论文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被国内某知名酒店集团聘

为“专业导师”。 

▲李朋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健康产业管理系主任、

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领导力与

组织行为、 服务业人力资源管理等，近几年在《管理世界》、《管理学报》

等国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 余篇，曾三次获得“中国企业管理案

例与质性研究论坛”最佳论文和提名奖。社会兼职及工作主要包括：中

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会员；北京市旅游发展委京郊旅游特色业

态评定专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责任编辑；《旅游导刊》责任编辑；国

务院国资委“企业法律顾问考试”命题人。 

▲彭青——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中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温泉服

务分技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规建中心旅游与酒店专业首席专家。从事

酒店管理教学、科研、管理工作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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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

长期关注旅游信息学相关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从事旅游案例推理与预

测、旅游管理与决策科学、旅游数据挖掘与电子商务研究。入选天津市

131创新型人才工程第二层次（2017）、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

养计划（2016）。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省部级课题 6项。目

前已有 70 余篇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内外旅游管理及关联领域的重要刊物

及会议，其中，SSCI30 余篇 SCI40 余篇，TOP25 高引证论文 2 篇，是 6

个国际学会会员，10 余个新兴国际期刊编委/客座编辑，10 余个国际会

议组委会委员，先后为 40余个国际重要期刊提供评审服务。曾荣获第七

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2015年国家旅游局优秀旅游学术成果奖等。 

▲华楠——中佛罗里达大学罗森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酒店金融管理教

育协会主席，酒店与餐饮教育协会论文评审编委会成员，是《Journal of 

Hospitality Financial Management》责任编辑、《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和《Journal of 

Hospitality Financial Management》编委会成员，《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Journal of 

Hospitality Financial Management》等多家国际学术期刊和“Annual 

I-CHRIE Conferences”、“Annual EUROCHRIE Conferences”等多个国际

会议的论文匿名评审。华楠博士已在知名国际期刊发表 30 余篇学术论

文，荣获 UCF学术奖、JHTT最佳论文奖等。 

▲郭庆——美团点评集团副总裁、酒旅事业群住宿事业部总经理、中国

饭店协会副会长。《美团点评平台酒店商家运营攻略》主编，拥有 17 年

管理经验，对住宿业务和消费市场有较深刻理解。在美团点评的双擎战

略中，结合“美团覆盖区域大，大众点评口碑积累深”的特点，秉持以客

户体验为优先的理念，打造住宿业务全新定位，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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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市场和合作伙伴的认可。 

▲曾国军——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酒店与

饮食研究中心主任，酒店与俱乐部管理系主任，广东省星级饭店评定委

员会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21项，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

《旅游学刊》、《Tourism Economics》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及译著等 9部。荣获 2013年、2015年国家旅游局

优秀学术成果奖、入选 2015年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 

▲辛涛——曾任北京国贸饭店总经理，现任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秘书长、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监事长、饭店分会副会长、北京市女总经理联谊会

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常务理事、饭店专家委员会常务理事、饭店业国

家级星级评定员（专业评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专家委

员会委员。 

▲迈克.奥吉尔（Mike Orgill）——Airbnb 亚太区公共政策总负责人。

迈克负责 Airbnb 在亚太区域内所有涉公共政策和政府关系事项。 他与

亚太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密切合作，推动房屋分享和整个分享经济在

区域内发展所需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加入 Airbnb之前，迈克负责谷歌

在亚洲新兴市场的一系列涉互联网事项。迈克曾作为美国东盟商会在南

亚地区的代表，负责跨多行业的政策法规事项。 

▲安丽——Airbnb（爱彼迎）中国副总裁、公共政策负责人。安丽女士

于 2015 年 8 月加入 Airbnb（爱彼迎）,负责中国区的公共政策和政府

事务工作。之前曾先后在 360 公司、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等地任职，有着丰富的互联网行业从业经验。 

▲田皓——亚朵生活（酒店）集团北方区总经理，18年酒店行业工作经

验，曾就职于首都机场旅业集团京瑞国际温泉国际酒店、上海东方航空

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北京南宫温泉度假酒店、华住酒店集团等国内著名

酒店（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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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简介 

    1.《中国酒店业发展趋势》张润钢 

了解与把握中国酒店产业的发展历史、现状与趋势是酒店管理师资

培训中的重要内容。本课程对中国酒店业的发展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

进行详细讲解，并针对当前中国酒店业发展的困境，给出转型升级和创

新发展的对策与建议，对酒店管理专业教师把握酒店产业发展规律、提

高理论结合实践能力。 

2.《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星级饭店评定标准演化历程及 2018版修

订解读》谷慧敏 

我国星级饭店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改革开放 40周年来中国饭店

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各个发展阶段中外部环

境的变化，星级饭店评定标准也发生了几次重要修订和调整。本课程将

首先介绍历次星级饭店评定标准修订的背景、原因、原则、内容和工作

实施等。之后重点介绍 2018 版修订工作的开展，以及修订后的 2018 版

的主要特色、内容及其对当前中国饭店业的指导意义。 

3.《新时代酒店经营战略管理创新前沿》秦宇 

面对新兴技术、新需求和新市场的新时代变化，酒店如何实施应对

战略与管理创新是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本课程首先对我国新时代

下出现的宏微观特征进行讲解，进而给出酒店在战略决策、资源、能力

等方面的分析框架，最后对国内外优秀酒店案例的经营战略和管理创新

进行深度剖析。 

4.《酒店管理研究国际发表经验分享》马双、江静、雷铭 

科研能力是酒店管理专业教师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是师资培训的

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酒店与旅游国际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是当

前我国酒店管理专业青年教师关注的焦点。本研究工作坊中分享者将结

合各自在旅游与酒店管理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介绍成果发

表的过程，给出发表国际期刊的一般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并与现场教师

进行互动讨论。 

5. 《中国餐饮文化与中国餐饮业发展趋势》吴坚 

我国餐饮业快速发展并出现了诸多新特征。本课程在介绍中国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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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历史发展、核心特征与当代传承后，重点介绍新时代下中国餐饮

业在产业结构、业态、品牌、经营管理、产品与服务设计等方面的创新

和发展趋势。 

6.《人工智能下酒店收益管理创新实践》李征 

竞争的加剧与新需求的变化使得酒店收益管理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

在当前新兴技术不断出现的新时代，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

术手段为酒店收益管理赋能、升级问题，使收益管理更加科学、效率更

高，是当前酒店收益管理的前沿问题。本课程将首先介绍我国酒店业收

益管理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之后结合实例和小练习，对人工智能技术

下酒店收益管理的步骤、方法和实战案例等进行介绍，最后对酒店收益

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介绍。 

7.《酒店管理研究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经验分享》朱志胜、李彬、

李朋波 

酒店管理作为旅游管理、工商管理中的新兴学科，如何在国内高水

平管理学、经济学期刊发表文章，提高酒店管理学科的影响力是当前国

内酒店管理专业青年教师面对的普遍问题。本研究工作坊中，几位分享

人将结合各自在管理学、经济学等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的文章为例，介

绍研究选题、研究设计、常用定量定性研究方法、论文发表注意事项等，

并与教师进行互动讨论。 

8. 《消费转型下的中国酒店投资思考》彭青 

本课程是根据酒店产业发展需求开设的，面向酒店投资者，研究酒

店进行前期筹备与投资应关注的问题。 

9.《信息技术与旅游酒店研究融合：理论前沿与研究分享》李辉 

信息技术是影响酒店业旅游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信息技术与

酒店旅游管理两个领域的交叉融合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课程将邀请有

丰富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的专家，介绍信息技术与旅游酒店业融合领域

的前沿理论和研究成果，同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与趋势，并与教师进

行现场讨论。 

10.《国际酒店产业投资发展趋势》华楠 

了解与把握国际酒店产业的投资发展趋势是酒店管理师资培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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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本课程对国际酒店产业投资发展新特征、新规律、新趋势进

行讲解，重点对国际酒店业产中的新业态、新品牌的投资发展进行详细

讲解，促进酒店管理专业教师把握国际酒店产业投资发展规律、提高国

际化视野。 

11.《大数据赋能下酒店网络营销创新实践》郭庆 

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技术手段对酒店市场营销工作产生了巨

大冲击，酒店如何进行网络营销是当前酒店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本课程将重点介绍互联网、大数据对中国酒店业的影响，之后对大数据

驱动和赋能下的酒店网络营销的类型、模式、实战做法等进行讲解，并

结合美团旅行为其平台上的商家进行网络营销赋能的案例分析，介绍酒

店网络营销创新实践。 

12. 《科研能力提升与国家课题申报指导》曾国军 

科研能力是酒店管理专业教师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是本次师资培训

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如何申报以酒店管理为主题的国家课题是当前酒

店管理专业青年教师关心的重点问题。本次工作坊，将邀请专家结合其

国家课题申报的成果，对课题申报中申报书的撰写、申报工作注意事项，

申报工作心得等方面进行介绍，并与教师进行现场交流互动。 

13.《产学研一体化与酒店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辛涛 

酒店人才培养与发展问题一直是酒店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本

课程将首先介绍国内外产学研一体化模式较为优秀的案例，之后对美国、

瑞士、欧洲等国家的酒店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系统、全面分析后，对我国

酒店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创新思路和方法。 

14.《全球共享住宿业发展的趋势与展望》安丽 

共享经济是当前最受关注的新经济之一，其对住宿业的颠覆性影响

也具有重要意义。本课程将首先对国内外共享住宿业发展的趋势进行分

析，之后结合爱彼迎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共享住宿业的战略发展、商

业模式、运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展望。 

15．《中档酒店发展趋势及亚朵酒店创新实践及现场教学》田皓 

消费升级大背景下中国酒店业产业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中档酒店成

为中产阶段消费者选择的重要，也是当前各大投资关注的重点。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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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邀请亚朵酒店集团高管首先对中档酒店的行业格局、基本的产品模型、

投资模型、管理模式等进行介绍，之后结合亚朵酒店在产品、服务、商

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对中档酒店的发展进行全方位解读。 

六、注册事项 

1、注册地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求是楼（校园中部）一层东侧入口注

册台 

2、注册时间：7月 7日 13:00-20:00；7月 8日 7:30-11:30。 

其他时间如需咨询或注册，请联系当日负责工作团队人员。 

3、培训费刷卡缴费地点：明德楼一层西配财务处。 

4、刷公务卡缴费时间：7月 9日：8:00-16:00；7月 10日 8:00-11:00。 

5、培训费发票领取时间：交费后次日培训现场统一领取。 

七、校内信息 

住宿 

校内国交中心： 因校内住宿房间有限，如需要可通过会务组提前预

订，订满截止（30间客房，全部为双人标间），房价为 360元/间夜，预

定成功后会务组将通过回执中所留 Email或电话第一时间通知。 

附近酒店(自行预订) 

学校附近有多家经济型酒店。例如：学校附近的汉庭酒店步行 5分

钟到地铁八通线传媒大学站，连接地铁 1号线到达天安门广场只需 20

分钟。酒店于 2014年 01月 29日正式营业，参考价格：高级大床房或

双床房 300元。地址：北京市定福庄西里 1号(中国传媒大学北门向西

路口 200米）电话：010-85791188。 

交通 

北京站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2.4公里，乘公共交通全程约 1小

时，打车约 5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公交：向东步行到公交北京站东站（380米），乘坐 666路在茶家



 

39 
 

坟站（10站）下车，向西步行（430米）到学校南门。 

○2 地铁：步行到地铁北京站（190米），乘坐 2号线（外环）在建国

门站（1站）下车，站内换乘 1号线（四惠东方向）在四惠站（4站）下

车，乘坐八通线在传媒大学站（3 站）下车（B 西北口出），向东步行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门（760米）。 

北京西站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2.3公里，乘公共交通全程约 1

个半小时，打车约 8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公交：步行到公交北京西站（120米），乘坐 9路在日坛路站（14

站）下车，乘坐 666路在茶家坟站（8站）下车，向西步行（430米）到

学校南门。 

○2 地铁：步行到地铁北京西站（140米），乘坐 9号线（国家图书馆

方向）在军事博物馆站（1站）下车，站内换乘 1号线（四惠东方向）在

四惠站（13站）下车，乘坐八通线，在传媒大学站（3站）下车（B东北

口出），向东步行（760米）到学校南门。 

北京东站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7.4 公里，大约 1小时，打车约

4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公交：向南步行到百子湾桥西站（320米），乘坐专 87路在百子湾

桥东站（1 站）下车，乘坐 581 路在四惠东站下车（4 站），乘坐 666 路

/397路在茶家坟站（3站）下车，向西步行（430米）到学校南门。 

○2 地铁：从火车站向东北步行到四惠站（1500米），乘坐八通线在传

媒大学站（3站）下车（B东北口出），向东步行（760米）到学校南门。 

北京北站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2.3公里，全程约 1个半小时，

打车约 9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地铁：向东南步行到地铁西直门站（850米），乘坐 2号线（外环）

在复兴门站（3站）下车，站内换乘 1号线（四惠东方向）在四惠站（10

站）下车，乘坐八通线在传媒大学站（3 站）下车（B 东北口出），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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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760米）到学校南门。 

北京南站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1.3 公里，乘地铁大约 1.5 小

时，打车约 8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地铁：步行到地铁北京南站（120米），乘坐 4号线大兴线（安河桥

北方向）在西单站（4站）下车，站内换乘 1号线（四惠东方向）在四

惠站（9站）下车，乘坐八通线在传媒大学站（3站）下车（B东北口

出），向东步行（760米）到学校南门。 

首都机场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35.3 公里，乘公共交通约 2 小

时，打车约 45分钟（约 10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公交：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步行到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站（200

米），乘坐机场巴士 9线在北苑路口站（4站）下车，向西步行到通州北

苑路口东站（70 米），乘坐 666 路在茶家坟站（6 站）下车，向西步行

（430米）到学校南门。 

○2 地铁：步行到地铁 T2航站楼站（570米），乘坐机场线在三元桥站

（1 站）下车，乘坐 10 号线（内环）在国贸站（6 站）下车，站内换乘

1号线（四惠东方向）在四惠站（2站）下车，乘坐八通线在传媒大学站

（3站）下车（B东北口出），向东步行（760米）到学校南门。 

南苑机场距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30.8公里，乘公共交通大约 2小

时，打车约 50分钟(约 110元)，到学校南门路线： 

○1 步行到南苑机场候机楼站（290米），乘坐 501路在西马厂北口站

（11 站）下车，向南步行到地铁角门东站（370 米），乘坐 10 号线（外

环）在国贸站（10站）下车，站内换乘 1号线（四惠东方向）在四惠站

（2站）下车，乘坐八通线在传媒大学站（3站）下车（B东北口出），向

东步行（760米）到学校南门。 

饮食指南 

校园内有多处对外营业的餐厅，参加培训人员可自行安排培训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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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如希望统一安排培训期间午餐，可在注册表中标注。 

统一自助午餐设在第三食堂一层北侧自助区（7 月 8 日-7 月 14 日，

11:30-13:00间）。 

早晚餐可在校园第一食堂和第三食堂自理，部分档口可以微信支付。 

风味餐厅有 6 个，韩国料理、蜀园餐厅在三食堂三层；日韩料理在三食

堂二层；专家楼餐厅在专家楼附近；清真餐厅在一食堂东侧；国交餐厅

在国交中心二层。 

韩国料理：13911354688/65738901 蜀园餐厅：18911808012/65750188 

日韩料理：13910819846         专家楼餐厅：65778230 

清真餐厅：15810798362         国交餐厅：65778310 

如您需要详细方向指引，请随时联系现场工作人员。 

其他生活信息指南 

1.校园第三食堂旁有中心超市，一食堂内设水吧，人文楼北侧设有

纪念品商店； 

2.校园内设水果店（一食堂北侧）、眼镜店、洗衣柜台、复印部（三

食堂一层）等； 

3.一教西配设有农业银行 ATM机，三食堂一层南侧设有北京银行 ATM

机，北门外设有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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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全国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 2018

年全国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8年 7月 12日—19日

在海口举办。 

本次培训班举办地海口市是我国知名的滨海旅游城市和新兴会展城

市，是我国第一个成立会展局的省会城市；本次培训班承办单位海南大

学旅游学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学院之一，拥有在校本科生 2000 余

人，开办有会展经济与管理中外合作办学本科项目，在会展经济与管理

专业教育与科研上拥有较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本次培训班

将根据培训课程内容，邀请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影响力的高校教师、业界

专家和政府官员作为培训师资，培训内容兼顾理论与实务，力争为学员

提供权威、前沿、丰富的专业知识资讯，提供系统化的专业实践教学设

计方案，拓展受训学员的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水平。 

本次培训班培训内容将涉及会展专业教学及研究的互动、展览会产

品和服务设计、活动管理知识体系与会展专业建设、会展专业实践课堂

的组织方法、会展专业政产学研联动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会奖旅游目的

地品牌化建设与创新、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会展企业的成

长与战略转型实践、会展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城市营销与会展产业推

广等课程，同时提供海南省部分地区会展资源调研、博鳌亚洲论坛现场

参观等实地调研课程。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培训时间：2018年 7月 12—19日 

2、培训对象：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的会员院校和其他旅游院

校相关专业在职青年教师。本次培训班限额 120名，额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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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口新燕泰大酒店） 

4、培训费：3200 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培训期间餐费、现场

教学费，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培训费由海南共策会展服务有限公

司收取并开具发票。 

5、报名方式：请将报名回执、报名费转账单据扫描件或照片（如提

前报名缴费），发送电子邮件至邮箱 63296502@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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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 6月 30日 

7、缴费账号： 

户    名：海南共策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美兰支行 

账    号：39270188000010354 

转账时敬请注明“2018会展师资培训”字样。 

8、联系人：吴珏 老师，186 8971 7611；何彪 老师，136 4866 9007。

邮箱：63296502@qq.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 4月 16日 

  

mailto:63296502@qq.com
mailto:632965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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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回 执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是否代订酒店 □  是                □  否 

代订酒店信息 
海口新燕泰大酒店 

双标间（含双早）：480 元/天，单间入住需补差价。 

备注：请参会代表于 6 月 30 日前将回执发回，谢谢！ 

联系人：吴珏 老师，186 8971 7611；何彪 老师，136 4866 9007。邮箱：6329650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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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8 年全国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以正式报到后领取的版本为准)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海南大学旅游学院 

 

2018年 7月 12-19日 

 

中国·海南·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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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目标与承办校简介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 2018

年全国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旨在利用承办院校在会展经济

与管理教育上的学科专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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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把握会展经济与管理

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教育视野、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本

次培训班将根据培训课程内容，邀请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影响力的高校教

师、业界专家和政府官员作为培训师资，培训内容兼顾理论与实务，力

争为学员提供权威、前沿、丰富的专业知识资讯，提供系统化的专业实

践教学设计方案，拓展受训学员的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会展专业教学及研究的互动、展览会产品和服务设

计、活动管理知识体系与会展专业建设、会展专业实践课堂的组织方法、

会展专业政产学研联动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会奖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建设

与创新、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会展企业的成长与战略转型

实践、会展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城市营销与会展产业推广等课程，同

时提供海南省部分地区会展资源调研、博鳌亚洲论坛参观等实地调研课

程。 

海南大学是于 2007 年 8 月由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与原海南大学合

并组建而成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是海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财政部共

建高校，是教育部和海南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学校坚持“突出特

色、重点建设、全面发展”的原则，突出“热带、海洋、旅游、特区”四

大特色，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凝练学科方向，彰显学科特

色，优化学科结构，构建了学科建设目标和国家战略、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相适应的学科专业体系。 

学校现有海甸、儋州、城西和观澜湖（在建）四个校区，校园占地面

积 5160多亩。教职工 3570余人，专任教师 1930余人，其中具有正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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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378人、副高职称的 615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 36%，具有海外一年

以上访学经历的教师 322 人。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近 38000 人，其中普通

本科生 33000余人，硕士研究生 4395余人，博士研究生 248人；成人学

历教育学生 974 人；国际学生 400 余人。现有学科涵盖哲学、经济学、

法学、文学、理学、医学、农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十大门类。现

有 20个学院（部），3个国家重点学科（含 1个培育学科），12个省级特

色重点学科；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0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一级

学科硕士点、15个专业硕士学位点，87个本科专业；拥有 2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含 1个培育基地），16个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1个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0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4

个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1个省级院士工作站，3个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

点研究基地；国家级教学团队 2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8 个，国家级精品

课程 2 门，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1 门，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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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敬请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2、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3、课堂中禁止吸烟，若有需要请移步楼宇之外； 

4、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5、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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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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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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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学员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培训课件者，请课后联系班主任； 

10、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全体学员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要求，共同维护良好的培训环境。 

三、培训日程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主持人/负责人 地点 

7 月 12 日 全天 学员报到注册 —— 吴珏、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7 月 13 日 

8:30-9:00 开班仪式 
有关领导、

全体学员 
韦开蕾  院长 新燕泰大酒店 

9:00-9:30 合影  吴珏、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9:30-12:00 

会展教学及研究互动的经验

探索—以中山大学会展专业

为例 

罗秋菊 韦开蕾 新燕泰大酒店 

15:00-17:30 海南省会展产业政策实践 李学锋 韦开蕾 新燕泰大酒店 

7 月 14 日 

9:00-11:30 展览会产品和服务设计 刘大可 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15:00-17:30 
活动管理知识体系与会展专

业建设 
王春雷 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7 月 15 日 

9:00-11:30 
会展专业实践课堂的组织方

法 
武君 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15:00-17:30 
会展专业政产学研联动体系

的构建与实践 
孟凡胜 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7 月 16 日 

9:00-11:30 
会展企业的人才战略与人才

培养实践 
谌立雄 吴珏 新燕泰大酒店 

15:00-17:30 

节庆与赛事运营管理——以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为例 

曾兵 吴珏 新燕泰大酒店 

7 月 17 日 全天 博鳌亚洲论坛会址考察  耿松涛、吴珏 琼海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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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8 日 

9:00-11:30 城市营销与会展产业推广 

蔡俏 耿松涛 新燕泰大酒店 

曾丽 耿松涛 新燕泰大酒店 

15:00-17:30 
会奖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建设

与创新 
耿松涛 何彪 新燕泰大酒店 

7 月 19 日 

9:00-11:30 学员培训分享、结业式 
有关领导、

学员代表 
韦开蕾 新燕泰大酒店 

下午 学员返程 — — — 

四、师资团队 

刘大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院长，教授。 

罗秋菊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孟凡胜    哈尔滨商业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 

王春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耿松涛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李学锋    海南省会展局副局长 

蔡  俏    海口市会展局局长 

武  君    北京优联信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会 E人”创始人。 

谌立雄    海南智海王潮传播集团，总裁。 

曾  兵    海南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  丽    海南智海王潮传播集团市场发展总监 

五、专家简介 

▲刘大可——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贸与会展学院院长，教授，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展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管市

属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北京市级人选；同时兼

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会展教育联合会

会长、中国展览馆协会展览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职务，是我国会展

与商务旅游教育的早期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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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秋菊——现任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

珠海市会展旅游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决策咨询

委员会专家、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广州会展

行业专家智库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展览、会议、大型事件、会展旅游、

社交媒体旅游，是国内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之一。 

▲孟凡胜——现任哈尔滨商业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展酷

网研究院特聘专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国际会展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黑龙江省科技经济专家顾问委员会专家，哈尔滨市会展人才培训基地负

责人。 

▲王春雷——管理学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城市发展、目的地营销、会展与活动管理。2002

年至今，在 IJCHM、APJTR、《旅游学刊》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为各类行业期刊撰文 50 余篇，出版《生活中的活动管理艺术》、

《会展项目管理》等著作及教材 14部，主持省部级课题 3项。曾参与策

划和组织“首届四川国际旅游博览会”、“第四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第二届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国际会议（IEID）”等大型

活动，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近来年，主要致力于活动管理理念和

知识的普及以及推动会展业的产学研融合发展，所创办的“活动研究”

订阅号享有较高知名度。 

▲耿松涛——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研究院研究

员，海南省 515 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主要研究领域为会展经济与管

理。近年在《旅游学刊》、《旅游科学》、《体育科学》、《城市发展研究》

《南京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出版《中国会奖旅游发

展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新探索》等个人学术专著 5 部，主编《会展旅游》

等教材 2 部，参编著作 5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主持海南省

社科基金和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课题 5 项。获得海南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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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1项。 

▲李学锋——现任海南省会展局副局长 

▲蔡  俏——现任海口市会展局局长 

▲武  君——北京优联信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从制作入

手，逐渐统筹及拓展活动全案业务并带领公司整体业务团队转型进阶，

在从业的 13年里，成功策划执行会展以及活动营销项目近百场，服务奔

驰、Infiniti、万达等众多国际知名品牌。2015年着手组建科技公司及

及文化公司，创办会 E 人平台，致力于打造全新的实践教学体系，辅助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谌立雄——现任海南智海王潮传播集团总裁，历任海南智海王潮会展

公司市场总监、执行总经理、总经理等，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客座教授，

海南大学冬季小学期授课专家，2015 年获“海口会展 10 大领军人物”，

2017年入选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人才库。 

▲曾  兵——现任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组委会竞赛部副部长、海

南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商管理硕士，海南省体

育产业专家库首批成员，海南大学冬季小学期授课专家。主要从事体育

赛事运营管理、国际品牌赛事的本土化运营以及体育与旅游等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曾  丽——现任海南智海王潮传播集团市场发展总监、海口市会展局

推广服务中心主任，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会展信息化专委会副秘书

长。多年来坚持致力于在全国同业中形成聚合力量，探索“会展+”的跨

行业发展思路和创新的转型之路，于 2015 年创新创立了全国 DMC 联盟。 

六、课程简介（按讲授顺序排序） 

▲《会展教学及研究互动的经验探索—以中山大学会展专业为例》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会展专业从 2006 年开办至今 13 年，每年招收 2

个班（即普通班及与澳洲联办的 2+2班），摸索了一些经验与教训。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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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从专业的培养计划、培养定位演变着手，重点阐述课程的安排、课

堂组织、实践教学、课程作业，旨在探寻如何开展以研究导向的人才培

养模式。 

▲《海南省会展产业政策实践》 

本次课程主要介绍海南省会展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情况，“十三五”

时期是海南省会展业提升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加快会展业发展，促进海

南省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城市综合实力

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省委、省政府将会展业作为我省 12大重点产业之一，

并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整合各种资源，大力引导会展业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 

▲《展览会产品和服务设计》 

相对于人们生活中能够经常接触到的普通产品和服务而言，大多数

人对展览会产品和服务相对陌生。本课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展

览会产品与服务的核心内涵、表现形式以及附加服务等做出了系统的阐

释，并结合案例，对实际运作中如何进行展览会产品和服务策划与设计，

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与此同时，本课程还对展览会产品与服务的价格

形成原理以及定价方法与技巧进行了详细探讨。 

▲《活动管理知识体系与会展专业建设》 

本次课程将从分析活动观作为一种世界观的体系构建入手，对国际

活动研究现状、国际活动管理教育与培训的经验进行简要梳理，进而重

点讲述活动管理知识体系（EMBOK）的发展与最新成果，并以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中德合作国际会展教育项目（IEMS）为例，重点围绕课程体系设

计、实践教学安排与相关核心课程讲授，介绍活动管理思维在会展教育

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会展专业实践课堂的组织方法》 

本次课程立足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应有的综合目标，从一个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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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的角度分析实践项目实操所需要的相关知识、技能与能力，综合现

有会展院校实训实践课堂组织形式，以有代表性的实践课堂案例作为分

享对象，同时结合会 E 人现有实践教学体系的课堂设计思路和组织重点

难点，给与参与培训的指导教师更多的思路和方法来组织实践课堂。 

▲《会展专业政产学研联动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会展教育作为新学科，教学，科研，学生实习等面临一系列难题，

哈尔滨商业大学会展专业办学 15年，在会展教学，会展科研与会展实习

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次课程主要是把我们是怎么认识会展理论，会

展教学，学生技能与实践以及我们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与学员进行分享和

交流。 

▲《会展企业的人才战略与人才培养实践》 

本课程主要根据企业多年来的发展经验，结合企业创办“智海王潮

会展学院”的实践，针对会展业的核心人才、专业人才、辅助人才不同

类型培养路径，讲述人才从学校到社会，从初级到高级，从入门到专业

的吸引、使用、培养、团结、激励等课题。 

▲《节庆与赛事运营管理——以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为例》 

本课程通过介绍分析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简称环岛赛）从

一个经济小省举办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众赛事，逆袭成为国家体育旅游精

品赛事和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的成长过程，为学员分享高端国际品牌

赛事在组织、运营和管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城市营销与会展产业推广》 

本次课程主要介绍海南在会展产业推广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介绍海

口市会展局如何通过对市场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制定一套卓有成效的战

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在省市会展局及海南同业的支持下，在智海

王潮等会展企业的推动下，为海南会展业在国内同行中创下了优秀目的

地城市的口碑，通过打造区域目的地品牌，带动行业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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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奖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建设与创新营销》 

会奖旅游作为一种高附加值、新型、绿色环保的泛旅游活动，因其

产业联动复杂、行业辐射广，具备强大的城市品牌形象营销能力而备受

社会各界的关注。会奖旅游城市的竞争日益激烈，目的地之间的替代性

不断增强，如何在市场竞争上占据有利地位，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

会奖旅游目的地，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程将结合案例，从目的

地品牌化的内涵出发，提出其建设实施路径，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探

索会奖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方向。 

七、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班主任 吴  珏 186 8971 7611 

联系人 

何  彪 136 4866 9007 

温之晶 188 7662 7167 

八、交通指南 

海口新燕泰大酒店距离美兰机场约 25 公里，打车时间约 40 分钟，

费用 80元左右。距离海口火车站约 30公里，打车时间约 50分钟，费用

90元左右。本次培训会议不安排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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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18 年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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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 2018

年全国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8 年 8 月 1—8 日在华侨大

学厦门校区举办。 

本次培训班将充分利用承办院校在旅游实践教育与实验研究上的长

期经验和旅游学科专长，充分利用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国家

级旅游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优质设施，并根据课程结构延请高校和

业界的知名师资，通过理论与实务兼备的课程体系，为学员提供权威、

前沿、丰富的旅游管理资讯与知识，拓展受训学员的会展管理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中国范式下旅游行为研究、旅游教育新时代的变革

与发展趋势、高校旅游专业教师的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国家级旅游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经验分享、旅游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旅游

教育实践教学法、旅游数字营销课程研究与实践、旅游实验课程改革与

精品课程建设、旅游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虚拟仿真实验技术与旅

游实验研究、旅游专业实验室建设等课程，同时提供酒店模拟经营仿真

实验、闽南地区旅游资源考察、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国家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参观等多个专题课程。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间：2018年 8月 1—8日，其中 1日报到、2—7日授课。 

2、地点：厦门。 

3、报名费：3500元。（含培训费、现场教学费、资料费，不含往返交通

费、住宿费。）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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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rismhqu@163.com。如需注册时领取发票，请注明发票抬头

全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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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 7月 15日 

6、缴费信息： 

户名：华侨大学 

开户行：中国银行泉州华大支行 

账号：428658363940 

转账时敬请注明“旅游实践教学师资培训”字样。 

7、联系人：丁鑫老师        电话：15860336028 

专用邮箱：tourismhqu@163.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 4月 16日 

  

mailto:用电子邮件发至tourismhqu@163.com
mailto:用电子邮件发至tourismhq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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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回 执 

*姓    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    务  *学    历  

*手机号码  *常用邮箱  

*会务组统

一安排住

宿 

8 月 1 日-8 日：厦门宝龙铂尔曼酒店（地址：厦门思明区湖滨中

路 133 号），电话：0592-5188888；协议价：335 元/人·天；

670 元/房·天。 

备注  

加*项均为必填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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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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18 年全国旅游类实践教学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以正式报到后领取的版本为准) 

 

主办单位：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2018年8月1—8日 

中国·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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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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2018

年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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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的学科专长、师资团队以及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充分利用国家级旅

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国家级旅游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优质设施，

并根据课程结构延请高校和业界的知名师资，通过理论与实务兼备的课

程体系，让全国旅游教育相关院校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握

旅游实践教学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教育视野、进一步提高旅游

实践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旅游教育实践教学法、主题实验策划、主题会展活

动策划、数字营销课程研究与实践、酒店业模拟经营与实践、旅游专业

实验室建设等课程，同时提供酒店模拟经营仿真实验、闽南地区旅游资

源现场教学、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现场教学等多个专题课程。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成立于 2004 年，前身华侨大学旅游系（创建于

1984年）是教育部最早批准成立的全国八所旅游高等院校之一，是“中

国旅游名校 T10 联盟”成员单位。学院拥有从博士、硕士、到本科和高

职的完整的学历人才培养体系，现有 1个博士点（旅游管理）、3个硕士

点（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学、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 MTA）、4个本科专

业（旅游管理、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和 1

个旅游管理高职专业。学院现有教职工五十多名，在校学生一千二百多

名。现任院长为黄远水教授。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自开办以来（1984年）就逐渐形成了结构完善的

覆盖高职、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完整的教学培养体系。2007年，华侨大

学“旅游管理”专业被评选为省级第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2009年，华

侨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被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为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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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点。学院重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2011年，华侨大学独立

设置“酒店管理”本科专业；2012年，华侨大学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成为国内旅游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2016年，华侨大学旅游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入选国家级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成为国内旅游领域唯一一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 

本次 2018 年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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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旅游实践教学体系、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革途径，

推动国内旅游实践教学的创新发展，同时搭建旅游专业师资交流平台，

为进一步提升我国旅游学科地位和旅游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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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敬请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2、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3、课堂中禁止吸烟，若有需要请移步楼宇之外； 

4、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5、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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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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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得体； 

9、请学员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培训课件者，请课后联系班主任； 

10、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全体学员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要求，违反规定者将给予警告直至取

消培训资格，并将相应情况反馈至学员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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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日程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人 
负责人/ 

主持人 
地点 

1 日 

(周三) 
全  天 学员报到/入住 —— 

汪京强 

丁  鑫 

林静远 

宝龙铂尔曼酒

店 

2 日 

(周四) 

9:00—9:30 开班式 相关领导 黄远水 
宝龙铂尔曼酒

店 

9:30—10:00 合  照 —— 丁  鑫 
宝龙铂尔曼酒

店 

10:00—12:00 
旅游行为研究的实验基础与中

国范式 
吴必虎 黄远水 

宝龙铂尔曼酒

店 

14:30—17:00 
旅游教育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

趋势 
郑向敏 方旭红 

宝龙铂尔曼酒

店 

3 日 

(周五) 

9:00—11:30 
高校旅游专业教师的素质培养

与能力提升 
马  勇 李勇泉 

宝龙铂尔曼酒

店 

14:30—17:00 
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的探索与实践 
于  平 汪京强 

宝龙铂尔曼酒

店 

4 日 

(周六) 

9:00—11:30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现场教学 黄远水 陈金华 校外实习基地 

14:30—16:30 

虚实互补·科教互动·产教互

融：旅游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

实践 
汪京强 

张  慧 

泉州校区 

旅游学院 

16:30—17:00 

参观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国家级旅游虚拟仿真实

验中心 

丁  鑫 

5 日 

(周日) 

9:00—11:30 
产教融合为导向的旅游数字化

运营课程体系 
黄  昕 汪京强 

宝龙铂尔曼酒

店 

14:30-17:00 

旅游实践教育教学法 

——以《餐饮服务与管理》课

程为例 

游达荣 陈金华 
宝龙铂尔曼酒

店 

6 日 9:00—11:30 
旅游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

申报与评审体会 
施芝元 伍  杨 

宝龙铂尔曼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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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14:30—17:00 

（三选一） 

实验课程改革与精品课程建设 匡家庆 

汪京强 旅游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 侯志强 

虚拟仿真技术与旅游实验研究 黄潇婷 

7 日 

(周二) 

9:00—11:30 产教融合论坛：政产学研对话 
王昆欣 

各界代表 
谢朝武 

宝龙铂尔曼酒

店 

14:30—17:00 学员总结汇报/教学分享结业式 学员代表 相关领导 
宝龙铂尔曼酒

店 

8 日 

（周

三） 

上  午 学员退宿/返程  
丁  鑫 

林静远 
厦门—全国 

四、培训团队 

顾问 

郑向敏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旅游学科带头人、中国旅游安全研究

院院长 

黄远水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

会长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主要师资 

吴必虎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教

授、博导，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 

郑向敏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导 

马  勇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于  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实验中心主任、教授、硕导 

黄远水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汪京强    华侨大学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高级实验

师、硕导 

黄  昕    问途科技与教育机构创始人、香港理工酒店及旅游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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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博士 

游达荣    原台湾高雄餐旅大学教务长、教授；现上海蓝带国际学

院教务长 

施芝元    厦门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教授、博导 

匡家庆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侯志强    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副教授、硕导 

黄潇婷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导 

王昆欣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旅游协会旅游

教育分会副会长 

谢朝武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陈金华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导 

六、师资简介（按授课顺序） 

▲吴必虎——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

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兼任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规划咨询专家、世界银行旅游咨询专家、国家旅游

局《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标准及实施细则》中方专家组组长、国际旅游学

会（International Tourism Studies Association, ITSA）秘书长、全

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会长、北京市

旅游学会副会长等。 

▲郑向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侨大学旅游安全研究院

院长，闽澳研究所所长，旅游管理专业博士点导师组组长、旅游学科学

术带头人，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兼任国

家教育部旅游专业硕士（MT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旅游学会副

会长，福建省省政府“现代旅游业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主任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管理、旅游安全、饭店管理、区域旅游经济。 

▲马勇——湖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中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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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陕西省“百人计划”专家、教育部旅游管

理教指委副主任、湖北省旅游管理教指委主任、教育部授予的《旅游管

理》国家级特色专业点、《旅游管理》国家级本科综合改革实验区、《旅

游管理》专业国家级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试验区总负责人兼首席教授；教

育部授予的《旅游规划与开发》国家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总负

责人兼首席教授，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 

▲于平——教授，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通识教育中心行政负责人、旅

游实践教学中心行政负责人。主要讲授“大学计算机基础”、“旅游企

业会计电算化”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机应用、智慧旅游、旅游

信息化、旅游大数据。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编或参编教材 5

部。 

▲黄远水——博士、教授，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海峡旅游发展研究

院院长。兼任福建省旅游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

长等职务。长期从事旅游资源学、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及景区规划与管理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汪京强——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博士、高级实验师、硕士

生导师，华侨大学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旅游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餐饮管理与服务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餐饮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旅游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烹饪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旅游院校饭店服

务技能大赛项目总裁判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实践教育、神经旅游实

验研究、酒店管理、虚拟仿真技术等。 

▲黄昕——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博士，酒店业知名的数字营

销培训导师，美国饭店协会教育学院注册职业经理人 CHA，注册饭店业教

育导师 CHE，问途科技与教育机构创始人，多家酒店集团营销战略顾问，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E%A8%E5%A4%A7%E5%AD%A6%E6%97%85%E6%B8%B8%E5%AD%A6%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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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高等院校客座教授。主要从事酒店营销规划、酒店数字营销课程开

发等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工作。 

▲游达荣——原国立高雄餐旅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教务长。现任上

海蓝带国际学院教授、教务长。世界技能大赛评委、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西餐宴会摆台项目裁判组组长。其教学理念先进，授课内容充实，

授课风格幽默，理论与实践融合性强。 

▲施芝元——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

长。长期从事高校实验室管理工作、实验教学工作，富有高校实验室建

设管理经验，是教育部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省高校实验室工

作研究会副理事长、福建省高等教育评估中心评估专家。 

▲匡家庆——教授，原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培训处处

长，江苏省旅游行业首席技师，中国饭店协会职业经理人专家评审委员

会委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酒店总裁班特聘教授。先后赴瑞士洛桑旅

馆学校、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接受专业培训。2003年获得中国

饭店协会授予的“中国饭店经营管理大师”荣誉称号。多次担任全国、

省、市旅游行业职工技能大赛的裁判、裁判长。担任多家四五星级酒店

总经理、执行总经理和数十家酒店咨询管理项目经理，负责酒店筹备、

开业方案制定，管理制度建立，管理人员培训，经营方案制定等；长期

担任全国旅游饭店总经理、部门经理岗位培训班的授课、讲学。担任多

家餐饮集团、公司的顾问。主编、参编 10多本酒店管理、餐饮管理专著，

并在《旅游学刊》等全国核心期刊发表饭店管理专业论文数十篇。 

▲侯志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华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处副处长，兼任厦门工程技术研究院、泉州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加拿大圭尔夫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

期间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多伦多瑞尔森大学短期交流学习，曾挂职福

建省宁德市旅游局副局长 3 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旅游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7%90%86/966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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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规划、景区管理。 

▲黄潇婷——博士、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化产业基地博士后，高级旅游规划师。研究方向包括旅游实验研究、

旅游规划、旅游者行为、乡村旅游和文化旅游等。主持国家自然基金“基

于旅游者时空行为规律的旅游时间规划方法研究”，并参与多项国家级

和省部级课题。学术著作有《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休闲度假城市旅

游规划》，编写《旅游学概论》、《旅游学 100 例》等教材，在 Tourism 

Geographies《旅游地理》（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从

事旅游规划研究和项目实践已有近十年时间，近年来参与旅游规划项目

包括《山东省休闲产业规划》、《济南市旅游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淄博市旅游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四川省绵阳市旅游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2010-2020）》、《数字承德》子项目《虚实互动智慧旅游体系

规划》、《山东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中的《山东潍水文化

遗产旅游利用研究》等。 

▲王昆欣——教授，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书记。主要从事旅游学科基础理

论研究、旅游资源的评价与开发研究。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旅

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水平

评估专家，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浙江省旅游教育研究会

会长，浙江省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高

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硕士生导师。

已发表论文专著 30篇（部），主编教材 8本，其中 10余篇论文在《旅游

学刊》、《旅游管理》、《旅游科学》、《人文地理》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主持

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旅游局、浙江省社科重大招标课题、规划课题、

浙江省教育规划课题、浙江省教育厅新世纪教改等课题 10余项，获教育

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项，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2 项，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 1 项。主讲的《旅游资源评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8%81%8C%E9%AB%98%E4%B8%93%E9%99%A2%E6%A0%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7%85%E6%B8%B8%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99%E6%B1%9F%E7%9C%81%E6%95%99%E8%82%B2%E5%8E%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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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课程被评为 2005 年度教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2004 年度省级

精品课程。主编的《旅游景观鉴赏》被评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十一五”

规划教材。 

六、课程简介 

▲《旅游行为研究的实验基础与中国范式》 吴必虎 

——旅游行为是全球旅游研究中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从空间角度看行

为，又是所有行为研究中的重要视角之一。课程基于既往空间行为模式

研究的基础，探讨中国范式下空间行为模式与西方旅游行为研究的差异

及其内在机理，并结合未来大数据的发展，分享关于旅游行为的研究如

何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测定来发现更为科学的规律。中国范式下的旅游行

为实验研究得到的规律有没有世界意义？中国范式下的旅游行为测定到

底需要哪些特定的技术框架和解释体系？以及它的结果可以用于哪些领

域？ 

▲《旅游教育新时代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郑向敏 

——旅游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数据、新交通、新休闲、新

媒体、新游客、新技术等旅游发展新常态赋予了旅游教育新的时代要求。

旅游教育切忌“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面对明天的问题”。旅游

发展新时代、新常态下，旅游教育需要变革与革新。新时代的旅游教育

需要在哪些方面变革？又该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进行新时代的旅游教育

变革？新时代的旅游教育又有哪些发展变化趋势？本次课程将为您全方

位解读新时代旅游教育的变革之道与发展趋势。 

▲《高校旅游专业教师的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 马勇 

——高校旅游教师肩负着培养建设中国旅游强国的历史责任，要想成为

一位优秀的高校旅游专业教师，除了需要接受过良好的高学历教育之外，

至少应该注重自身的五大素质培养和六大能力提升。五大素质具体表现

为：理念素质、品德素质、知识素质、科研素质和 3Q 素质。六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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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思辨能力、表达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和应

变能力。 

▲《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探索与实践》于平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

程”的一项重要建设内容，旨在推进高等学校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改

革与创新，促进创新人才成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国家科教兴国

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本课程将分享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在申报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时的筹备历程以及建设与管理经验。 

▲ 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现场教学 黄远水 

——现场教学与案例分享是旅游实践教学培训中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

观察、体会、交流、思考等环节，提高旅游专业师资实践教学的深入认

知与思考能力。本次培训拟选择华侨大学旅游学院优秀校外实践基地进

行实地参观，并与企业相关高管就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进行现场教学和

优秀的实践案例分享。 

▲《虚实互补·科教互动·产教互融：旅游实践教学体系探索与实践》

汪京强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迈向“新时代”，作为传统服务业升级突破

口的旅游业急需大量实践强、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然而，如何提高旅

游人才实践能力的问题缺乏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基于此，本课程以华

侨大学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国家级旅游虚拟仿真实验中心为

例，基于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分享“虚实互补、科教互动、产教互融”的

旅游实践教学模式建设与实践。 

▲《产教融合为导向的旅游数字化运营课程体系》黄昕 

——本课程将阐述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在旅游业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

对比旅游管理课程设置和行业需求之间的差距，说明旅游院校开办 e-

Hospitality 课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后系统性的讲解旅游数字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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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课程的开发方法、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考评方式、师资培训、教

学资源包的开发，并设计新的产教融合实践模式。 

▲《旅游实践教育教学法：以<餐饮服务与管理>课程为例》游达荣 

——在旅游实践教育领域，教学法研究少有人探讨。本课程将以《餐饮

服务与管理》课程为例，以创新性和思想性并重，系统性和知识性交融，

研究性和操作性并举的特色，将现场分享台湾高雄餐旅大学旅游实践教

学的理念导入与实践课程的设计框架。 

▲《旅游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的思考与实践》施芝元 

——课程专家将结合多年丰富的评审经验，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申

报书填写、网站建设等做详细的讲解，介绍全国部分高校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的建设情况，并对旅游学科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工作

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最后空余一定时间解答学员的问题。 

▲《实验课程改革与精品课程建设》匡家庆 

——目前国家启动的实验教学精品课程建设工作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整体进程中的一项具有战略性的举措。建设精品课程

关键在于实施精品课程，而传统教学往往只注重理论教学而轻视实验教

学。因此，在精品课程建设和实施中，实验内容的设计和实验教学的质

量是体现精品课程的关键所在。课程将以分论坛的形式围绕“实验课程

改革与实验教学精品课程建设”主题进行小组探讨。 

▲《旅游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侯志强 

——打造校外实习基地是学校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加强内涵建设、

提高办学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校外实习基地是充分利用企业生产与经营

的软硬件资源，着力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实践教学场所。校

外实习基地的良好运行是开展实习教学工作的基础和质量的保障。课程

将以分论坛的形式围绕“校外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主题进行小组探讨。 

▲《虚拟仿真技术与旅游实验研究》黄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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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实验研究是一门正在形成的旅游学科前沿研究，它在本质上能

为旅游研究者提供更加贴近现实的、多角度的、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

践交互作用的研究方法，并通过观察和分析实验参与对象的行为和结果，

修正由旅游理论假定、状态和着眼点所构成的视角以及参照系，完善理

论实证研究，进而为改进、丰富已有理论和原理，发现新的、未知的旅

游理论和原理支持。课程将以分论坛的形式围绕“虚拟仿真技术与旅游

实验研究”主题进行小组探讨。旨在提升虚拟仿真技术在旅游学科中的

应用水平与拓宽旅游学科前沿研究高度。 

▲ 产教融合论坛：政产学研对话 王昆欣 

——论坛由王昆欣教授主持，将邀请当地旅游主管部门、旅游行业优秀

企业以及旅游院校等代表围绕时下热点论题进行产教如何有效融合的探

讨，并与现场学员进行深度互动，旨在联合旅游学科相关部门共同推动

旅游实践教学水平大幅提升。 

七、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班主任 汪京强 13905970579 

联络人 

丁  鑫 15860336028 

林静远 13159030921 

八、其他信息  

1.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Huaqiao University）是由“中侨委”于 1960年在周恩

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创办的中央部属高校，是国家重点建设大学、福建省

重点建设高校、福建省高水平大学，入选国家特色重点学科项目、“外

专千人计划”、“1+2+1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基地，是

福建省继厦门大学之后第二所设有研究生院并具有教授、副教授评审权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E%E4%BE%A8%E5%A4%A7%E5%AD%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81%A9%E6%9D%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81%A9%E6%9D%A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BB%E7%90%86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9%83%A8%E5%B1%9E%E9%AB%98%E6%A0%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9%87%8D%E7%82%B9%E5%BB%BA%E8%AE%BE%E9%AB%98%E6%A0%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9%87%8D%E7%82%B9%E5%BB%BA%E8%AE%BE%E9%AB%98%E6%A0%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7%89%B9%E8%89%B2%E9%87%8D%E7%82%B9%E5%AD%A6%E7%A7%91%E9%A1%B9%E7%9B%A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96%E4%B8%93%E5%8D%83%E4%BA%BA%E8%AE%A1%E5%88%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96%E4%B8%93%E5%8D%83%E4%BA%BA%E8%AE%A1%E5%88%92
http://baike.baidu.com/item/1%2B2%2B1%E4%B8%AD%E7%BE%8E%E4%BA%BA%E6%89%8D%E5%9F%B9%E5%85%BB%E8%AE%A1%E5%88%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A0%94%E7%A9%B6%E7%94%9F%E9%99%A2/9335524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5%99%E6%8E%88/1829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9%AF%E6%95%99%E6%8E%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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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等学府，具有“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是首批获得“本科教学工

作水平优秀评估”以及新中国最早实行董事会制度的大学。 

学校总部位于中国著名侨乡福建省泉州市，在泉州、厦门两地设有

两个校区，总面积 22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97.6万平方米，在新加坡

设有南洋学，在巴塞罗那设有海外华文教育基地，在曼谷、普吉、维也

纳等地设有孔子学院。学校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共有 31个

学院，138个研究院、所、中心，41个省部级以上重点学科，88个本科

专业，形成了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工管相济、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2.厦门宝龙铂尔曼大酒店 

厦门宝龙铂尔曼大酒店地处厦门市金融商业中心，位于风景旖旎的

筼筜湖畔及白鹭洲公园，步行即可到达著名的咖啡街、餐厅与酒吧。酒

店总建筑面积为35000平方米，占地面积4359平方米，拥有多间现代、舒

适的客房和套房，部分房间可观赏到秀美湖景与公园景观。房间均配备

铂尔曼特色豪华床上用品和奢华沐浴用品，住宿环境优越。设有风格各

异的餐厅，以创造性菜品和生动的现场烹制为宾客提供难以忘怀的饮食

体验；在“龙之渊”中餐厅奢华私人包厢内，您可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一

览湖光山色；“吃”全日餐厅可带您体验极富时尚感的舌尖之旅。酒店

拥有各类宴会厅及多功能厅，总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可为宾客量身定

做会议计划，并配以齐全、先进的会议设施。每一间会议室都配有专业

的音响设备，高清投影仪，伸缩及移动投影幕布。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E%A8%E8%8D%90%E5%85%8D%E8%AF%95%E7%A0%94%E7%A9%B6%E7%94%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8%91%A3%E4%BA%8B%E4%BC%9A%E5%88%B6%E5%BA%A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3%89%E5%B7%9E%E5%B8%8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3%89%E5%B7%9E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E%A6%E9%97%A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A%A0%E5%9D%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6%B0%E5%8A%A0%E5%9D%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7%B4%E5%A1%9E%E7%BD%97%E9%82%A3/3687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B%BC%E8%B0%B7/41294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9%AE%E5%90%8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B4%E4%B9%9F%E7%BA%B3/641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BB%B4%E4%B9%9F%E7%BA%B3/6412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8A%A1%E9%99%A2%E4%BE%A8%E5%8A%A1%E5%8A%9E%E5%85%AC%E5%AE%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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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18年全国旅游院校景区与休闲专业（方向）师资培训班

报名简章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承办、浙江

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协办的 2018 年全国旅游院校景区与休闲专业（方向）

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8年 7月 22—28日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举办。 

培训班充分利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休

闲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的职业教育特长、师资团队及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

和浙江旅游职业教育集团的综合影响力，让全国旅游职业教育相关院校

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握现代旅游管理、景区规划、休闲专

业（方向）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职业教育视野和提高专业

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围绕旅游景区与休闲行业的未来前景、学术视野及科研、

景区与休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专业的信息化、创新化、全域化发展等重

点话题，涵盖教学理念、教学标准、教学模式与技巧、教学质量监督与

评价、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旅游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间：2018 年 7 月 22—28 日，其中：22 日报到、23—27 日授

课，28日返程。 

2、地点：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省杭州市萧山高教园区） 

3、培训对象：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的会员院校和其他中高职

院校旅游管理、景区管理、旅游规划、休闲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方

向）和课程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相关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4、培训费用：320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实践教学费等），7

月 5 日前报名享受 9 折优惠，同单位报名 3 人以上可享受 8 折优惠（两

个优惠不能同时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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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费用：往返交通费、食宿费自理，住宿安排详见学员手册。 

校内住宿标准：旅苑酒店（三星），双人标准间 220元/间天（含早）。 

伙食标准：100元/人/天（自助餐形式），也可选择学校食堂用餐或

自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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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yq@tourzj.edu.cn。报到时请携带一寸免冠彩色照片两

张，用于制作培训证书。 

7、报名截止日期： 2018年 7月 15日 

8、缴费账号：名称：杭州旅苑会展有限公司 

账号：1202 0252 0990 0047 52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二桥分行 

转账时敬请注明“景区休闲师资培训”字样，并在报到时递交银行

回单；亦可现场刷卡。 

9、报到时间及地点  

⑴报到时间：2018年 7月 22日 

⑵报到地点：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旅苑酒店（杭州萧山高教园区杭甬

高速公路萧山出口下向前 50米左拐） 

⑶交通路线：详细参见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官网“走进旅院-实用信息

-交通指南”：http://www.tourzj.edu.cn/danye/87.shtml 

10、联系人： 

顾雅青老师    0571-83869056    15068125926 

陈友军老师    0571-83869056    13656817947 

专用邮箱：gyq@tourzj.edu.cn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年 4月 16日 

  

mailto:gyq@tourzj.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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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回 执 

单位全称  

姓名 性别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是否住宿 旅苑酒店： 标间□   单间□    仅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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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18 年全国旅游院校景区与休闲专业（方向）师资培

训班学员手册 

(以正式报到后领取的版本为准)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协办单位：浙江旅游职业教育集团 

 

2018年7月22日—7月28日 

中国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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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目标与承办校优势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承办、浙江

旅游职业教育集团协办的 2018 年全国旅游院校景区和休闲专业（方向）

师资培训班，旨在利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专

业、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方向）的职业教育特长、师资团队及广泛的

行业企业资源和浙江旅游职业教育集团的综合影响力，让全国高职院校

旅游管理、景区、休闲专业（方向）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

握现代景区和休闲专业（方向）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旅游职业

教育视野和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围绕旅游景区和休闲行业的未来前景、学术视野及科研、

景区和休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专业的信息化、创新化、全域化发展等重

点话题，涵盖教学理念、教学标准、教学模式与技巧、教学质量监督与

评价、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旅游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 

本次全国旅游院校景区和休闲专业（方向）师资培训班期待通过丰

富、务实、高效的培训活动，探讨现代旅游职业教育方式和方法的改革

途径，推动国内景区、休闲专业（方向）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搭建景

区、休闲专业（方向）职业教育师资交流平台，为全面提升中国景区、休

闲专业的地位和教育水平作出积极努力与贡献。 

本次师资培训班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来承办，学院拥有八大优势。 

学院层面的四大优势： 

 拥有国家级的发展平台：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是全国第一所由国家

旅游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的公办高等旅游院校，也是全国唯一一所

旅游类“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骨干高职院校。 

 拥有世界性的发展视野：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是国内最早践行旅游

办学国际化的院校之一，已形成集海外研修、实习、就业、升学等多种

形式于一体的国际化办学体系，并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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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开办“中俄旅游学院”。2017年被评为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

50强”。 

 拥有规模化的专业集群：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坚持“围绕旅游”办

学，紧紧依托旅游行业，开办了 28个与旅游业直接相关的专业（方向），

并在全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中形成了“五大”专业集群。 

 拥有品牌性的行业口碑：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是全国唯一一所国家

旅游标准化试点院校，是全国第一所通过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教育

质量认证的旅游院校，是教育部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2016 年、

201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服务贡献 50强”。 

专业层面的四大条件： 

     拥有丰富的景区和休闲专业建设经验：2010年被列为浙江省示范

性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2011年被列为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重点

建设专业（群），2016年景区专业被列为浙江省“十三五”优势专业建设

项目，2017年休闲专业被列为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和教

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2017年带领 4个专业入选省优质高职

院校建设项目专业群，同年入选全国职业院校旅游类示范专业点及全国

旅游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示范基地。 

 拥有强大的景区和休闲专业师资团队：2010年入选国家级教学团

队，是国内旅游类专业唯一的国家级教学团队；拥有教授 5 名（含研究

员 1 名）、副教授 7 名（含高级工程师 2 名）、博士 2 名，其中二级教授

1 名、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 2 名、浙江省 151 人才第三层次培养

人员 2名。 

 拥有完整的景区和休闲专业实训设施：我院景区专业拥有景区综

合模拟实训室、浙江旅游博物馆、GIS与遥感实验室、浙江省智慧旅游体

验中心等 5 个校内实验实训室和配套软件；同时，校园整体——浙旅院

国际教育旅游体验区系国家 4A 级景区，为本专业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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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拥有品牌的景区和休闲专业实习基地：起草完成了《旅游类专业

学生景区实习规范》（LB/T 033-2014）和《高等职业学校景区开发与管

理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了涵盖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或国家级度假区（如

乌镇景区、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湘湖国家级度假区等）、国内外知名

品牌连锁主题公园（如上海迪士尼、欢乐谷、宋城、方特、HelloKitty 乐

园等）及旅游规划设计院等不同层次校外实习基地 30余家。 

本次师资培训班具有三大特色优势： 

 充分利用承办校旅游高职教育的针对性优势：本次师资培训班重

点关注高职院校旅游类相关专业教师在专业设置与建设、实践教学与校

企合作、教改与课改等方面的需求，兼顾旅游科研与社会服务，更具针

对性。 

 充分利用承办校积累多年的专业示范性优势：本次师资培训班以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休闲服务与管理专

业（方向）在高职教育方面丰富的办学经验与成效为基础，不仅包括以

跨专业混合订单班建设和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为代表的校企合作

育人模式，而且包括以景区和休闲的专业教学标准、景区和会展的顶岗

实习标准等为代表的相关专业标准的制定，更具示范性。 

 充分利用承办校专业社会服务的品牌性优势：本次培训班兼顾高

职院校专业教师在社会服务与科研方面的需求，重点是以连续两年获得

全国“社会服务 50强”的核心服务能力以中心，以入选的国家旅游局校

企合作示范基地为平台，不仅推出以高等级景区创建、茶文化国际交流、

全域旅游发展等为代表的社会服务研究与课改课程，而且安排世界互联

网大会永久会址——乌镇、杭州 G20峰会主会场——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世界三大秀之一的《宋城千古情》、世界旅游联盟落址的湘湖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等为现场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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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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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有所用”，特制定如下管理要求，请各位学员自觉遵守。 

1、敬请严格遵守培训日程安排，严禁迟到早退； 

2、请至少提前五分钟进入上课地点； 

3、课堂中禁止吸烟； 

4、请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严禁在座位上接听电话； 

5、请勿在课堂上随意议论、喧哗走动、随意进出；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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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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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主题讲座和专题讨论期间注意文明礼貌，言辞有分寸，严禁人身

攻击； 

9、本次培训所用课件、资料等，若有需要请课后与班主任联系，切

勿当面索讨； 

10、请妥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 

请全体学员务必严格遵守以上要求，违反规定者将给予警告甚至取

消培训资格，并将相应情况反馈至学员所在单位。 

三、培训日程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人 

负责人

/ 

主持人 

地点 

22

日 
全天 学员报到/入住  

陈洁菡 

俞臻琦 
旅苑酒店 

23

日 

09:00—09:30 开班典礼（合影） 
相关领导 

全体学员 

郎富平 

旅苑酒店 

09:45—12:00 
中国旅游职业教育打造“中国服

务”品牌 
王昆欣 

歌诗达中

心 

14:30—17:00 

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及

对景区、休闲专业人才培养的新

要求 

易开刚 
歌诗达中

心 



 

80 
 

24

日 

09:00—11:30 
现场教学 1：《景区服务与管理》

课程设计与体验 
王  方 

温  燕 乌镇景区 

14:30—20:00 
现场教学 2：校企深度合作共育

人才的“乌镇模式” 
顾雅青 

25

日 

09:00—11:30 旅游科研：问卷设计与量表开发 陈钢华 

康保苓 

歌诗达中

心 

14:30—17:00 
专业教学标准体系的解读与核

心课程的设计 

郎富平 

王  敏 

歌诗达中

心 

26

日 

09:00—11:30 
现场教学 3：解读校企共育卓越

休闲茶文化人才的素业模式 
康保苓 

陈友军 

素业茶院 

14:30—20:00 
现场教学 4：主题公园的连锁经

营及其人才支撑战略 
赵雪瓔 宋城景区 

27

日 

09:00—11:30 
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建设与思

考 
李  虹 

郎富平 

歌诗达中

心 

13:30—16:00 全域旅游的创新发展 周玲强 
歌诗达中

心 

16:00-17:00 学员总结汇报/教学经验分享 康保苓 
歌诗达中

心 

28

日 
中午 12：00 前 学员退宿/返程    

四、培训团队 

顾问 

王昆欣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中国旅游协会旅游

教育分会副会长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师资 

易开刚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院长、教授 

李  虹  浙江省旅游智库委员会委员、杭州市旅委原党委书记、主

任 

赵雪瓔  宋城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宋城演艺有限公司总裁 

周玲强  浙江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休闲学会副会长 

陈钢华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 

王  敏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休闲专业标准负责人 



 

81 
 

王昆欣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 

王  方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组织部部长、副教授，国家旅游局旅游

业青年专家 

郎富平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规划系副主任、副教授，国家旅游

局旅游业青年专家，浙江省 151第三层次培养人员 

康保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博士，休闲专业负责人，浙江省

高职高专带头人 

顾雅青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工作团队 

康保苓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博士、教授，休闲专业负责人 

顾雅青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姜  雯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规划系办公室主任 

温  燕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休闲专业 副教授 

陈友军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专业讲师 

陈洁菡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专业教师 

俞臻琦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专业实验员 

五、专家简介 

▲王昆欣——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

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协会教育分会

副会长，浙江省高职高专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学科基础

理论、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在《旅游学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专著 30

篇（部），承担教育部等课题 10余项。 

▲易开刚——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美国怀俄明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

域为旅游产业及其他现代服务业转型、移动互联时代营销变革与创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7%85%E6%B8%B8%E5%8D%8F%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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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在《管理世界》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10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近 20项。 

▲王方——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组织部部长、副教授，国家旅游局旅游业

青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景区服务与管理、旅游历史文化等。近

年来，主（参）编（著）教材 3部，译著 1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 1项，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项，承担横向课题 10余项。 

▲顾雅青——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专业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主要研

究领域为文化遗产旅游、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等。发表论文 20 余篇，

主（参）编（著）教材 2 本，主持（参与）省级教改课题等各级纵向课

题 10余项，其中省级 3项，厅局级 7项，入选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学

名师”。 

▲陈钢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国家旅游

局旅游业青年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消费者行为、目的地营销、度

假区管理与度假区环境恢复性等。在《地理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

文近 5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6部。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等课题近 10项。 

▲郎富平——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旅游规划系副主任、副教授，国家旅游

局旅游业青年专家，浙江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员，全国旅游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浙江省地

理学会旅游地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规划与策划、

景区经营与管理、特色小镇与风情小镇建设等。主（参）编（著）教材专

著 7部，发表论文 20余篇，主持或核心参与省部级及以上课题 7项。 

▲王敏——云南旅游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西南大学教育学硕士

学位，副教授，全国旅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云南省学生体育协会高尔夫运动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

完成了《高职高尔夫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等省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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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苓——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博士、教授。浙江省休闲学会副秘书长、

民建浙江省委会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民建浙江省委会妇女委员会委员。

获得“浙江省优秀教师”、“浙江省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等荣誉，入

选“浙江省新世纪 151 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休闲管理。出版专著 1

部；发表论文 30余篇；参与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课题等纵向课题 10项。 

▲赵雪瓔——宋城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宋城演艺有限公司总裁，浙

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行业带头人。对旅游企业人才培养

有着多年的实践和成功经验，培养了大量优秀旅游管理人才。对旅游企

业如何扩大企业规模、提升服务质量、整合市场资源、强化市场营销、

人才支撑等方面有着丰富的案例和经验。 

▲李虹——浙江省旅游智库委员会成员，杭州市旅委原党委书记、主任。

热爱旅游事业，注重调查研究，工作要求严格，不断探索创新，为杭州

旅游发展贡献了最大的心智和力量。杭州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主

要负责人，被称为杭州的活地图，对杭州的旅游国际化有着深入的研究

和实践。 

▲周玲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旅游

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高校旅游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

部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MT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旅游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旅游学刊》编委。浙江省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浙江省旅游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休闲

学会副会长。 

六、课程简介 

1、《中国旅游职业教育打造“中国服务”品牌》——王昆欣 

要树立旅游业“中国服务”的品牌。旅游业“中国服务”的核心价值

至少应包括国际领先的服务标准和中华特色的服务文化两个维度，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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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标准化、服务温馨化、产品多样化、安全稳健化”为导向，实施

“中国优质旅游”品牌战略。那么什么是国际化的旅游职业教育模式?是

瑞士洛桑模式?美国康乃尔大学模式?香港理工大学模式?如何培养适合

国际旅游业需要的人才?采用何种培养模式?这是旅游教育同仁已经面临

或必将面临的课题。 

2、《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及对景区、休闲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易开刚 

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尤其是在国务院机构调整的新背景下，

未来旅游产业动力、产业功能、产业组织，市场构成、出行组织、服务需

求、产品形式、实现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都将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那么国内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及对景区、休闲专业人才培养有哪

些影响，又提出哪些新要求呢？ 

3、现场教学 1：《景区服务与管理》课程设计与体验——王  方 

乌镇景区是国内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之一，也是世

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已经形成了独有的“乌镇模式”。通过现场参

观、体验与交流，带你重构《景区服务与管理》，剖析精品景区经营与管

理的精髓，掌握新时代景区服务与管理的新知识和新技能。 

4、现场教学2：校企深度合作共育人才的“乌镇模式”——顾雅青 

2017年，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与乌镇景区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内

容涉及课题项目共研、标准体系共建、专业人才共育、教学设施共用、

社会服务共推等方面。尤其是在综合性旅游景区引领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其对旅游类综合性或多样性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因此，学院与乌镇景

区建立了跨专业混合现代学徒制的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其中的运营思

路、组织架构、培养模式必将对未来旅游类校企人才共育产生极大的影

响力与辐射力。 

5、《旅游科研：问卷设计与量表开发》——陈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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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每位高校教师都要跨越的一道坎，但无情的现实

是，做科研好像无从下手，找到了主题却又没有研究方法。别担心这里

给你答案：从选题探索到研究方法，从问卷设计与量表开发，从软件操

作到案例研究，……我们将慢慢为你解答其中的奥秘。 

6、《专业教学标准体系的解读与核心课程的设计》——郎富平、王敏 

    随着我国旅游行业的迅猛发展，对于如何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景区

和休闲行业人才成为旅游主管部门、旅游行业及教育界关心的重要话题

之一。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云南旅游职业学院休闲

服务与管理专业分别于 2017 年和 2018 年牵头承担了高等职业学校景区

开发与管理专业、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工作。本课程将

专业教学标准设置的背景、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设计、专业实践实训与

顶岗实习标准等与同行交流和分享。 

7、现场教学3：解读校企共育卓越休闲茶文化人才的素业模式——康保

苓 

一边享受 B20—杭州工商峰会规格的茶席服务，一边探讨现代茶文

化旅游与现代学徒制试点改革项目，必然是从事现代旅游高职教育老师

们的一大乐事。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茶文化方向）

于 2017年初被教育部列为第二批国家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将与您共

同分享在教学组织、管理模式、课程体系的重构、课程内容的重组等方

面的探索与实践。 

8、现场教学4：主题公园的连锁经营及其人才支撑战略——赵雪瓔 

宋城演艺是全球主题公园集团十强企业，连续八届获得“全国文化

企业三十强”。宋城演艺以“演艺”为核心竞争力，成功打造了“宋城”

和“千古情”品牌，产业链覆盖旅游休闲、现场娱乐、互联网娱乐等，是

大型的线上和线下演艺企业。主题公园如何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服务

质量、整合市场资源、强化市场营销、人才支撑等方面实现连锁经营管

https://www.baidu.com/s?wd=%E8%AF%BE%E7%A8%8B%E5%86%85%E5%AE%B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rjwBPW7WP1I-uHfLP1nL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T4PWbznjb4rj0knW0drHb3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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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宋城的经验也许会给你带来新的思考。 

9、《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建设与思考》——李虹 

因具备优美的城市环境和自然环境，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服务设施，

使得杭州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休闲旅游目的地之一，可以成为名副其

实的“东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尤其是 2016 年 G20 峰会在杭州

的成功举行以及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将于 2022 年在杭州举行，使其国际

知名度得以进一步提升。目前，杭州正在大力推进第四轮旅游国际化行

动。那么，杭州怎样打造和树立“国际休闲之都”的品牌形象，过去的经

验如何？未来有怎样的设想？的确是个吸引人的话题。 

10、《全域旅游的创新发展》——周玲强 

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的《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写入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浙江作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建

设最早的探索者、经验的总结者、标准的设计者，无疑在全域旅游发展

的重要意义与内涵、标准的体系设计与解读、创建的特色模式与案例、

区域的创新设计与经验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通过以浙江省全域

旅游示范创建的讲解，必然能让你感受到未来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的科学研究领域、创新的社会服务方式。 

六、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总联络人 郎富平 13757122427 

班主任 顾雅青、康保苓 15068125926 

会务 杨秀萍 15858161887 

班助理 陈友军、温  燕 13656817947 

七、校内服务信息 

（一）交通指南 

培训地点位于杭州市萧山高教园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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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到访交通指南 

（1）可搭乘航班至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后打车或滴滴至浙江旅游职

业学院南校区或旅苑酒店。 

（2）可搭乘高铁至杭州东站（推荐）或杭州站，后打车或滴滴至浙

江旅游职业学院南校区或旅苑酒店。 

（3）可搭乘长途客车至杭州汽车客运中心(中心站)、杭州汽车南站、

杭州汽车西站、杭州汽车北站，后打车或滴滴至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南校

区或旅苑酒店。 

（4）自驾车可直接导航“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南校区” 或“旅苑酒

店”。 

（5）抵达杭州后，亦可通过百度地图或高德地图搜索浙江旅游职业

学院南校区或旅苑酒店，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2. 培训期间交通指南 

本次培训期间有两天涉及校外现场教学，统一安排接送车辆。其余

时间若有出行需求，可打车或滴滴出行，也可以搭乘公共交通。其中，

323路抵达杭州城东板块（可衔接地铁1号线和4号线）；720路抵达杭州萧

山城区。 

（二）旅游指南 

杭州是世界著名的休闲旅游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之一。具体推

荐如下旅游景区或项目： 

1. 推荐夜游项目 

（1）钱塘江钱江新城夜景（G20杭州峰会） 

（2）西湖夜景、音乐喷泉及《印象西湖》 

（3）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游船夜游（需提前预约） 

2. 推荐日游项目 

（1）杭州西湖（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国家5A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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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世界文化遗产、非遗展示） 

（3）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国家5A级景区） 

（4）杭州湘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世界旅游联盟驻地） 

（5）杭州余杭梦想小镇、艺尚小镇（省级特色小镇） 

（三）购物指南 

1. 推荐旅游休闲购物 

（1）吴山广场、河坊街、南宋御街 

（2）达利（中国）丝绸工业旅游区 

（3）武林路时尚女街 

2. 推荐商业综合体 

（1）庆春广场板块：庆春银泰、 

（2）武林门板块：杭州大厦、武林银泰 

（3）钱江新城板块：万象城、来福士 

3. 推荐日用生活购物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南校区内及培训酒店附近均有便利店或超市，能

满足普通日用品购买需求。 

（四）美食指南 

1. 推荐杭州传统老字号 

（1）楼外楼：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八年；地址：孤山路30号 

（2）奎元馆：创建于清同治六年；地址：解放路152号(近中山中路) 

（3）状元馆：创建于清朝同治九年；地址：河坊街87号状元馆 

（4）山外山：创建于1903年；地址：玉泉路8号植物园北门内 

（5）天外天：创建于1910年；地址：灵隐路40号 

（6）知味观：创建于1913 年； 地址：杭州市仁和路83号 

（7）杭州酒家：始建于1921年；地址：杭州市延安路205号 

（8）九芝斋：始创于民国十四年；地址：解放路1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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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香楼：始建于1927年；地址：杭州市延安路447号浙江饭店2-

3楼 

（10）王润兴酒楼（皇饭儿）：始建于1934年；地址：河坊街101-103

号 

（11）羊汤饭店：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地址：中山中路64

号 

2. 推荐杭州火爆餐厅 

（1）外婆家：杭帮菜餐厅 

（2）新白鹿：杭帮菜餐厅 

（3）老头儿油爆虾：平民美食名店 

（4）绿茶：创意杭帮菜餐厅 

3. 推进杭州特色美食街 

（1）大兜路美食街：运河大关桥至江涨桥一段东岸 

    （2）胜利河美食街：拱墅区霞湾巷古水街 

    （3）保俶路美食街：松木场保俶路 

    （4）河东路美食街 ：朝晖九区 

    （5）近江海鲜美食街：近江村 

    （6）高银巷美食街：高银巷东口吴山广场 

    （7）河坊街小吃一条街：吴山广场河坊街东口     

（8）竞舟路美食街：竞舟路文二西路竞舟路口 

http://www.so.com/s?q=%E7%BE%8E%E9%A3%9F%E8%A1%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3%9C%E5%88%A9%E6%B2%B3%E7%BE%8E%E9%A3%9F%E8%A1%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F%9D%E4%BF%B6%E8%B7%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2%B3%E4%B8%9C%E8%B7%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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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com/s?q=%E6%B2%B3%E5%9D%8A%E8%A1%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2%B3%E5%9D%8A%E8%A1%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