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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第三届二次理事会暨云南旅游优质发展

国际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优质旅游教育

发展，总结 2018 年工作成果和安排 2019 年工作重点，中国

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

在昆明召开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第三届二次理事会

暨云南旅游优质发展国际论坛。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中国旅游协会

主办单位：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承办单位：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协办单位：北京鼎盛诺蓝科技有限公司

二、会议概况

（一）会议时间



2018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2 日

（二）会议地点

昆明花之城豪生国际大酒店(东塔)

（三）会议内容

1.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第三届二次理事会

2.首届“旅游教育人物”名单发布暨新时代中国旅游教

育发展论坛

3.云南旅游优质发展国际论坛

（四）参会人员

中国旅游协会领导、云南省政府领导、云南省文化与旅

游厅领导、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领导、中国旅游协会

旅游教育分会会员单位、全球知名旅游学院院长及专家、学

者等。

三、日程安排

时 间 项目内容 地 点

11月 29 日

14:00-20:00 会议报到 东塔薰衣草大厅

18:00-20:30 晚餐 东塔二楼怡享阁餐厅

20:30-21:30 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会议 昆明花之城豪生国际大酒店

11月 30 日

8:30-8:45 年会开幕式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

8:45-9:25
保继刚会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

9:25-9:45 《中国旅游教育蓝皮书 2017-2018》发布

9:45-9:50
宣布 2018 年度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优秀

会员名单



*会议期间将凭餐券用餐，餐券在报到时统一领取

9:50-10:05 茶歇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序厅

10:05-12:00
首届“旅游教育人物名单”发布暨新时代中国旅

游教育发展论坛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

12:00-12:10 合影

12:10-13:30 午餐 东塔二楼怡享阁餐厅

13:45-17:45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参观 云南大学呈贡校区

18:00-20:00 晚餐

12 月 1 日

8:30-9:30 论坛开幕式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9:30-10:00 主旨演讲一：保继刚 中山大学

10:00-10:30 主旨演讲二：吴必虎 北京大学

10:30-10:45 茶歇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序厅

10:45-11:15 主旨演讲三：王刚 华侨城集团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11:15-11:45

主旨演讲四：陈明祥（Ming-Hsiang Chen）,School
of Hospitality Business Management ， Carson
College of Business，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1:45-12:15 嘉宾对话与互动 主持人：田里 云南大学

12:15-13:35 午餐 东塔二楼怡享阁餐厅

13:35-14:05
主旨演讲五： Wen xin, School of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 ,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
14:05-14:35 主旨演讲六：叶文 西南林业大学

14:35-15:05 主旨演讲七：田里 云南大学

15:05-15:20 茶歇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序厅

15:20-15:50
主旨演讲八：高洁 Google 中国大客户部政府行

业经理

东塔二楼宴会厅 C厅
15:50-16:30 圆桌会议 主持人：吕宛青 云南大学

16:30-17:00 全体嘉宾寄语云南旅游优质发展

17:00-17:15 论坛总结发言：田里 云南大学

18:00-20:00 晚餐



四、参会须知

（一）为保证会议各项筹备工作顺利进行，请参会单位

务必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之前提交参会回执。

回执提交方式：

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发送至会务组邮箱：

shanglvxueshu@ynu.edu.cn，标题：院校名称+年会回执。

（二）已交纳 2018 年会费的会员单位代表交纳会务费

人民币 900 元/人。未交纳 2018 年会费的会员单位代表以及

非会员单位代表交纳会务费人民币 2000 元/人。会务费由中

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委托云南大学代收并出具发票。往

返交通、住宿及其他相关费用自理。

（三）付费方式、发票与说明

1.会务费可提前转账也可在报到当天刷卡交纳，如需转

账，请于 11 月 20 日前汇至：

单位名称：云南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

银行账户：134000413563

关于会务费发票开取，按照云南大学财务规定，会务组

只能按照收到款项金额开取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增值税专

用发票请提前与会务组联系），不预开发票，发票一经开出，

不退不换。请您在报到处认真核对开票信息，发票在您离会

前由工作人员交给您。



2.请未交纳 2018 年会费的会员单位于 11 月 20 日前进

行办理（普通会员 1500 元/年；理事单位 3000 元/年；副

会长单位 10000 元/年；会长单位 20000 元/年）。往年会

费有欠费的院校需一并交清才能按 900 元/人交纳会务费。

如不清楚本校（院系）会费情况，请与分会工作人员联系。

会费请汇至：

户名：中国旅游协会

账号：8605822227100010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长安街支行

原则上本次会费只接受汇款，公对公转账和个人汇款

均可，请在规定时间之内办理。如遇特殊情况需现场交款，

请务必提前与分会工作人员联系，现场仅支持现金支付。

（四）本次会议及住宿均在昆明花之城豪生国际大酒店，

请参会代表于 11 月 20 日前与酒店联系，自行预订房间。

联系电话:13888015190 邮箱：936947693@qq.com

预定时请说明本次会议名称，可享受优惠价：标准双人

间 380 元/间/天（含双早），标准单人间 380 元/间/天（含

单早）。

（五）联系方式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王琬：010-85958389 田华：010-85959389

赵姗（会费咨询）：010-85951129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参会回执接收邮箱：shanglvxueshu@ynu.edu.cn

会务组联系人：

赵书虹 13577080255

光映炯 13888401915

陈 军 13888067559

附件：参会回执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8 年 11 月 6 日



附件

参 会 回 执

姓 名 性 别 职务/职称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 编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抵达日期

离开日期

饮食要求
无特殊要求可不填；

特殊要求请勾选或填写：清真（ ） 素食（ ） 其他：

会务费开具发票

户名

发票纳税人

识别号

注册地址、电话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备 注

注：

请在 11月 20 日前提交回执，提交方式：

将本表格填写好发送至会务组邮箱：shanglvxueshu@ynu.edu.cn，

标题：院校名称+年会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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