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旅协教育发[2021]20 号

关于召开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第三

届五次理事会暨中国旅游教育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定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

12 月 18 日召开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第三届五次理事

会暨中国旅游教育论坛。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此次论坛

将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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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协办单位：北京鼎盛诺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照梵软件有限公司（云驴通）

杭州领云软件有限公司

北京巽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盟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二、会议概况

（一）会议主题

中国旅游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会议时间

2021 年 12 月 17 日—18 日

（三）会议形式

线上直播

（四）会议内容

1.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第三届五次理事会

2.中国旅游教育论坛

3.南开大学旅游教育 40 周年纪念活动

（五）参会人员

中国旅游协会领导、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领导、

特邀嘉宾、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员单位、旅游教育

界著名专家、学者。

三、日程安排

时 间 项 目 内 容

12 月 17 日

13:30-17:30 南开大学旅游教育 40 周年纪念活动

20:30-21:15 旅游教育分会会长会议

12月 18 日

第一阶段：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第三届五次理事会

08:30-08:45 开幕式



08:45-09:25 保继刚会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

09:25-09:30 邱汉琴副会长：《中国旅游教育高质量发展报告》成果发布

09:30-09:35 王昆欣副会长：《旅行策划（初级）》教材成果发布

09:35-09:40 姜玉鹏副会长：《优秀导游词集锦Ⅲ》成果发布

09:40-09:45 高松涛副会长：宣布 2021 年度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员年审结果

休息

第二阶段：2021 年中国旅游教育论坛——主旨演讲

10:05-12:10

主旨演讲一：保继刚，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

长、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创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旨演讲二：刘士军，世界旅游联盟秘书长

主旨演讲三：王扬南，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

主旨演讲四：张润钢，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主旨演讲五：邱汉琴，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旅游与

服务学院院长

午休

第三阶段：2021 年中国旅游教育论坛——平行论坛

平行分论坛一：中国旅游高等教育一流专业建设

主持人：徐 虹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

13:30-13:50 田卫民 云南大学讲席教授

13:50-14:10 徐惠群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14:10-14:30 李川勇 南开大学教务处处长

14:30-14:50 陆 林 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4:50-15:00 休息

15:00-15:40

圆桌会议 1：一流专业建设与专业认证

主持人：周春山 新疆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发言人：

1.谷慧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

2.罗秋菊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3.严旭阳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

4.姚延波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院长

点评人： 邱汉琴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

15:40-15:50 休息

15:50-16:30

圆桌会议 2：一流课程与旅游专业人才培养

主持人：项国鹏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院长

发言人：

1.谢朝武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2.韵 江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

3.刘丽梅 内蒙古财经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4.任连萍 澳门旅游学院教授

点评人：张凌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旅游学刊》执行主编

平行分论坛二：旅游新文科专业人才培养

主持人：郭 强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13:30-13:50 徐红罡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13:50-14:10 邹统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助理

14:10-14:30 马 波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14:30-14:50 周玲强 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

14:50-15:00 休息

15:00-15:40

圆桌会议 1：新文科背景下旅游教育特色与人才培养

主持人：李开宇 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

发言人：

1.刘 俊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2.李 辉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院长

3.林璧属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

4.赵 宏 南开大学公共计算机基础教学部主任

点评人：章 牧 暨南大学深圳校区党工委委员、常务副书记

15:40-15:50 休息



15:50-16:30

圆桌会议 2：技术在新文科建设中的应用：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李 辉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院长

发言人：

1.邓 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

2.汪京强 华侨大学旅游实验中心主任

3.陈险峰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实践教学中心主任

4.李晓义 南开大学旅游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

5.张 博 北京巽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点评人：涂俊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平行论坛三：十四五期间旅游职业教育热点及展望

主持人：曾小力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13:30-13:50 王昆欣 世界旅游联盟副秘书长、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正校级领导

13:50-14:10 周春林 南京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14:10-14:30 赵晓鸿 四川省旅游学校党委书记、校长

14:30-14:50 文广轩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院长

14:50-15:00 休息

15:00-15:40

圆桌会议 1：“双高计划”引领旅游职业教育新发展

主持人：王 方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副校长

发言人：

1.石媚山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文旅学院院长

2.符继红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副院长

3.李文斌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校长

4.程 傲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带头人

5.程伟勇 上海照梵软件有限公司（云驴通）副总经理

点评人：陈国忠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15:40-15:50 休息

15:50-16:30
圆桌会议 2：旅游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探索

主持人：向玉成 四川旅游学院旅游文化产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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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13 日之前提交参会回执。回执提交方

式，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填写报名回执：

（二）本次会议全程线上直播，具体日程及直播链接另

行通知，请关注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公众号

（CTEA2008）后续推送。为了便于参会嘉宾沟通交流，本次

论坛将建立交流群，扫描二维码报名注册成功后将获得入群

信息。

（三）本次会议不收取任何费用。

（四）联系方式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王琬：010-85958389

发言人：

1.程道品 桂林旅游学院校长

2.朱承强 上海杉达学院管理学院院长

3.高松涛 北京中瑞酒店管理学院院长

4.孔 磊 国家开放大学旅游学院执行院长

5.史雪梅 华住产研院院长、华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点评人：康 年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田华：010-85959389

赵姗：010-85951129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会务组：

孙 娴 18602603080

牛丽萍 13652106263

赵梦洁 17822018508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21 年 1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