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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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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拓展旅游类相关专业教师专业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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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工作安排，定于 7 月份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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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培训开设三个专业，其中旅游管理专业培训由四川省

旅游学校承办，酒店管理专业培训由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承办，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培训由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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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业的在职教师。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旅游管理专业培训班定于 7 月 19-25 日在四川省成都市

举行，酒店管理专业培训班定于 7月 24-31 日在福建省泉州市

举行，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班定于 7 月 20-27 日在广东省珠海

市举行。 



 

 

四、其他事项 

1.培训证书由中国旅游协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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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知。 

 

联系人：田华 

电  话：010-65201426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5 年 5月 15日 

 

附件 1：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管理）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2：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管理）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附件 3：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管理）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4：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管理）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附件 5：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会展经济与管理）师资培训班报名简章 

附件 6：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会展经济与管理）师资培训班学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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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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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旅游学校承办

的 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5

年 7 月 19~25日在四川省旅游学校（四川·成都）举行。 

培训班旨在整合全国旅游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旅游教育与科

研上的学科专长和教师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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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旅游产业的未来前景、高校旅游管理专业

教师的国际视野与开拓、专业素质要求及成长途径、学术视野

及学术论文、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等多个课程

议题，内容涵盖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教学技巧与技

术、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多个方面。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间：2015年 7 月 19~25 日，其中 19 日报到、20~24 日

授课，25日返程。 

2、地点：四川省旅游学校（四川省成都市黄龙溪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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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费：1850 元（含培训费、资料费、正餐费等，其中

正餐安排在教师食堂。） 

4、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住宿安排详见学员手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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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23833@qq.com。 

6、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7 月 1 日 

7、缴费账号： 

户  名：四川省旅游学校 

帐  号：118530733067 

开户行：中国银行双流公兴支行 

转账时敬请注明“旅游师资培训”字样。 

8、联 系 人：吴越强老师 

电    话：13684078876 

专用邮箱：136323833@qq.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5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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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邮箱  

*是否代订住宿 

（均为标准间，房价为 120 元/天） 

是 □      否 □      

 

加*的表格为必填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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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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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旅游学校 

 

 

 

 

 

 

 

 

 

 

 

2015 年 7月 19~25 日 

中国·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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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与承办院校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四川省旅游学校承办的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旅游专

业）师资培训班，旨在利用承办校在旅游专业教育上的学科专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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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旅游产业的未来前景、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的国际视野与开拓、专业素质

要求及成长途径、学术视野及学术论文、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等多个课程议题，

内容涵盖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教学技术与技巧、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多个方面。

培训方式为讲座与分组讨论、现场教学相结合。 

承办方四川省旅游学校是全国最早建立的旅游专业院校，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是四川省旅游

局直属的公办学校，同时也是四川省旅游业岗位培训中心和四川省旅游职业技能鉴定所。学校现

有两大校区，分别为人民南路校区和双流黄龙溪校区，校园规划面积 534.5亩，已建成 308.5亩，

校舍面积近 8 万平方米。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中拥有硕士生导师 1人、教授 3人，博士 2人，

副教授（高级讲师）31人。学校下设教学机构 6系 1 部，包括酒店管理系、旅游管理系、涉外旅

游系、旅游建筑系、旅游艺术系、旅游餐饮系和公共教学部。学校科研实力强大，建有中国夏布

画研究院、四川省旅游标准化促进中心、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藏区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省

彝区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川菜研究开发中心和西部旅游产业拓展中心，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 11项、市区级科研项目 20余项。在全国旅游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中，学校连续三

年夺得全国中职组团体第一名，为四川争光添彩，获得省领导高度称赞。 

学校是中央财政支持的旅游专业实训基地、全省中职学校旅游专业骨干教师培训基地，教育

部景区服务与管理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专业标准制定单位，教育部旅游行指委旅游服务

与管理专委会主任单位，成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旅游职业学校。 

学校黄龙溪新校园按 AAAA 级旅游景区规划打造，常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锦江河水穿校

而过，为园林式景区化校园。新校区教学仪器设备先进齐全，风景如画，文化沉淀厚重，为各专

业学生创造了最理想的学习环境。 

建校 36 年来，学校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为企业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为目标，向

四川乃至全国输送了 3 万多名旅游专业毕业生，培训了 5万余名旅游从业人员，他们在各旅游景

区、旅行社、宾馆饭店、旅游院校、旅游产业集团、旅游管理部门等不同岗位上及海外旅游行业

发挥才智，成为四川乃至全国旅游行业的骨干力量。 

本次全国旅游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期待通过丰富、务实、高效的培训活动，探

讨旅游教育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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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旅游师资交

流平台，为全面提升旅游学科地位和旅游教育水平做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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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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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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有分寸，严禁人身攻击； 

9、应授课教师要求，本次培训所用课件一律不允许拷贝，也将不发放课件内容的印刷版本，

学员需自行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者，请课后通过邮件或电话方式联系授课教师提出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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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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日程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人 
负责人/ 

主持人 
地点 

19

日 
全天 学员报到/入住  

彭声堃 

吴越强 
全国-成都 

20

日 

09:00-09:30 开班式 赵晓鸿 成东娟 学术报告厅 

09:30-12:00 
中国旅游未来前景:解读 515

战略 
张辉 吴越强 学术报告厅 

14:30-17:00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的国

际视野与开拓 
戴斌 

成东娟 

吴越强 
学术报告厅 

21

日 

09:00-11:30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的专

业素质要求及成长途径 
马勇 

成东娟 

吴越强 
学术报告厅 

13:30-18:00 现场教学 赵晓鸿 
马友惠 

吴越强 
黄龙溪 

22

日 

09:00-11:30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学术

视野及学术论文 
保继刚 

成东娟 

吴越强 
学术报告厅 

14:30-17:00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现代

教育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与

提高 

李云鹏 
成东娟 

吴越强 
学术报告厅 

23

日 
09:00-17:00 

世界文化遗产案例——都江

堰青城山现场教学 
赵晓鸿 

马友惠 

吴越强 

都江堰 

青城山 

24

日 

09:00-11:30 
旅游高等教育与旅游业的融

合 

朱承强 成东娟 

吴越强 
学术报告厅 

14:00-16:00 
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师教学

与研究：讨论与分享 
赵晓鸿 

成冬娟 

吴越强 

第一会议室第

三会议室 

16:30-17:00 结业式 赵晓鸿 成东娟 学术报告厅 

25

日 
09:00后 

学员退宿/返程  彭声堃 

吴越强 
成都-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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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团队 

顾问 

赵晓鸿  四川省旅游学校教授、硕导、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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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 

1、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张辉教授 

2、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教授 

3、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教授 

4、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云鹏教授 

6、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朱承强教授 

7、 四川省旅游学校校长：赵晓鸿教授 

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前期总联络人 马友惠 13550267120 

会议期间联络人 彭声堃 13708005236 

师资班班主任 吴越强 1368407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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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一、住宿安排 

参加培训的学员在报到及培训期间（7月 19日—7月 24日，共 6 晚）统一入住四川省旅游

学校培训中心（地址：成都市双流黄龙溪镇黄龙大道四段 2681号），房间类型为标准间，如需提

前入住、提前退房或延期退房，请提前告知会务组人员。 

二、用餐安排 

日期 餐别 地点 时间 备注 

7月 19日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8:00——20:00  

 

7月 20日 

 

早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7:30——8:30  

凭学员证用餐 

 

午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2:00——13:00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8:00——19:00 

 

7月 21日 

 

早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7:30——8:30 

午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2:00-13:00 

晚餐 校外 18:00——19:00 

 

7月 22日 

早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7:30——8:30 

午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2:00——13:00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7:30——19:00 

7月 23日 早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7:30——8:30  

 午餐 都江堰市区 12:00——13:00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8:30——19:30 

 

7月 24日 

早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7:30——10:00 

午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2:00——13:00  

晚餐 四川省旅游学校川菜研发中心 17:30——19:00  

7月 25日 早餐

后 

返程 7: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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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安排（请各位学员在 7月 1日前将抵达和离开成都的交通方式和时间安排发送到培训

班专用邮箱 136323833@qq.com，便于校方安排接站服务。） 

1、报到时间：7月 19日 09:00——23:00 

2、培训期间交通安排 

培训时间：7 月 20日——7月 24日 

交通安排：培训期间，学校安排校区和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现场教学之间的往返交通。具体安

排如下： 

日期 时间 集中地点 交通安排 

 

7 月 21日 

 

13:30 学校大门口 班车前往黄龙溪古镇现场教学 

7 月 23日 8:20 学校大门口 班车前往都江堰景区 

3、返程时间：7月 25日早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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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师资

培训班报名简章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承

办的 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定于

2015 年 7月 24~31 日在华侨大学泉州校区举行。 

本次培训班将充分利用承办院校在酒店管理教育与科研上

的长期经验和学科专长，充分利用国家级旅游实验教学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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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酒

店管理资讯与知识，拓展受训学员的酒店管理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酒店营销实务与创新、酒店事业部运营管

理、酒店安全与风险管理、酒店战略管理、国际品牌酒店运营与

本土化、连锁酒店集团、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酒店投资管理等课

程，同时提供酒店主题服务实验与教学、民营酒店管理现场教

学、国际品牌酒店运营管理现场教学等专题，并提供酒店研究

方法和民宿业发展等多个讨论课程。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间：2015年 7 月 24~31 日，其中 24 日报到、25~30 日

授课，31日返程。 

2、地点：华侨大学泉州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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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费：2000元（含培训费、资料费、正餐费等，其中

正餐安排在师生食堂。） 

4、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校区有招待所，校方可代为

预订，学员亦可自行安排住宿。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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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eltrain@126.com。 

6、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7 月 15 日 

7、缴费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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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师资培训”字样。 

8、联 系 人：吴耿安 老师 

电    话：13506003608 

专用邮箱：hoteltrain@126.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5 年 5月 15日 



 

13 

 

报名回执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最高学历  

*手机号码  *常用邮箱  

*是否代订住宿 

（请删除右侧无关项） 

1、标准间（低层）140 元； 

2、标准间（高层）170 元； 

3、豪华标间/大床房 320 元（大床房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无需预订，本人自行解决住宿 

加*的表格为必填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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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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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2015 年 7 月 24~31 日 

中国·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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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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

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旨在利用承办院校在酒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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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国酒店管理教育相关院校的中青年骨干有机会了解和把握现代酒店管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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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本次培训班将充分利用承办院校在酒店管理教育与科研上的长期经验和学科专长，充分利用

国家级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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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酒店管理咨讯与知识，拓展受训学员的酒

店管理教学水平。培训内容将涉及酒店营销实务与创新、酒店事业部运营管理、酒店安全与风险

管理、酒店战略管理、国际品牌酒店运营与本土化、连锁酒店集团、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酒店投

资管理等课程，同时提供酒店主题服务实验与教学、民营酒店管理现场教学、国际品牌酒店运营

管理现场教学等专题，并提供酒店研究方法和民宿业发展等多个讨论课程。 

承办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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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自开办以来（1984年）就将“酒店管理”作为旅游管理本科教学

的主要支撑点进行建设和发展，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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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酒店管理教育为支撑点的华侨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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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旅游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绝大部分专业教师都有丰富的酒店实践经验，

核心专业课程教师都有星级酒店评审员资格证，广泛参与星级酒店评审、酒店暗访、酒店管理培

训等工作。华侨大学长期致力于酒店管理专业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了大量酒店管理专业

方向的毕业生。酒店管理教学团队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有广泛的行业声誉。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曾

被中国饭店业年会评选为“全国旅游及饭店业优秀人才培养基地”。 

本次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期待通过丰富、务实、高效的培训

活动，探讨现代酒店管理教育体系、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革途径，推动国内酒店管理教育的创新

发展，搭建酒店管理师资交流平台，为全面提升酒店管理学科地位和酒店管理教育水平做出积极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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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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有分寸，严禁人身攻击； 

9、应授课教师要求，本次培训所用课件一律不允许拷贝，也将不发放课件内容的印刷版本，

学员需自行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者，请课后通过邮件或电话方式联系授课教师提出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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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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日程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人 

负责人/ 

主持人 

地点 

24

日

周

四 

全天 学员报到/入住 - 吴耿安 

华侨大学 

泉州校区 

25

日 

09:00-09:30 开班式 郑向敏 黄远水 科学厅 

09:30-12:00 酒店业营销实务与创新 郑向敏 汪京强 科学厅 

14:30-17:00 酒店事业部运营与管理 姚远 汪京强 501 

26

日 

09:00-11:30 旅游酒店地产项目运营模式 刘静艳 陈雪琼 501 

13:30-19:00 泉州民营酒店现场教学 陈秋萍 陈雪琼 泉州 

27

日 

09:00-11:30 酒店战略管理专题 秦宇 汪京强 501 

14:30-17:00 酒店人力资源管理 张向前 汪京强 501 

19:00-21:00 

座谈交流：酒店安全与风险研

究 

谢朝武 汪京强 501 

28 09:00-11:30 酒店品牌管理 何建民 陈秋萍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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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3:30-19:00 厦门国际品牌酒店现场教学 蔡志强 陈秋萍 501 

29

日 

09:30-12:00 酒店主题服务实验与教学 汪京强 王新建 501 

14:30-17:00 连锁酒店的运营管理 王伟 王新建 厦门 

19:00-21:00 

座谈交流：酒店教学与实践管

理 

陈雪琼 陈秋萍 501 

30

日 

09:30-12:00 酒店投资管理专题 戴雪英 陈秋萍 501 

14:00-16:30 学员总结汇报/教学分享  汪京强  501 

16:30-17:00 结业式  谢朝武 科学厅 

31

日 

中午 12:00 学员退宿/返程  吴耿安 泉州-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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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团队 

顾问 

郑向敏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副会长 

黄远水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院长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师资 

郑向敏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导 

何建民  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导 

刘静艳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秦  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授 

张向前  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谢朝武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导 

陈雪琼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硕导、系主任 

汪京强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高级实验师、硕导 

陈秋萍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教授、硕导、副系主任 

王新建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教授、硕导、MTA副主任 

吴耿安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讲师 

 

戴雪英  浩华酒店管理公司董事 

姚  远  建发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兼高端商务酒店事业部总经理 

蔡志强  厦门喜来登酒店总经理 

王  伟  厦门理工学院观光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原厦门会展酒店总经理 

 

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总联络人 吴耿安 13506003608 

班主任 汪京强 13905970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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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服务 

1.华侨大学泉州校区 

华侨大学是创办于 1960年的国家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华

侨大学分别设有泉州校区和厦门校区，其中泉州校区坐落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侨乡福

建省泉州市,占地 226.8万平方米。绝大部分文科类专业包括经济、管理、旅游、文学、法学、

美术等落户于泉州校区。学校现有博士生、硕士生 4796名，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22761名，其

他成教学生 9903名，其中有来自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和外国学生 4140名，

是全国拥有境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学校现有教职工 2452名，其中专任教师 1371名，高

级职称人员 653 名，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7.63%；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676 名，占专任教师总数

的 49.31%。 

2.住宿 

华侨大学专家招待所（含接待餐厅）（电话：0595-22691776、0595-22691779）位于校园

西区，总建筑面积约 4500多平方米。目前有客房 70间（套），其中有单人商务套房 6套，套

间标房 10间（套），标房 55间，共计 158个床位。客房配备较为齐全，配有国内国际直拨电

话、卫星闭路电视、空调、热水器等，并有现代通讯网络和消防系统，舒适、安全。接待餐厅

有 100余个大众餐位，还设有包厢，可提供日常大众供餐以及接待宴席服务。 

3.用餐 

（1）食堂 

华侨大学泉州校区共有五个学生餐厅，其中学生第二餐厅、第三餐厅、第一餐厅，分别位

于北区进强楼一至三层；清真餐厅位于北区进强楼半地下层，是泉州校区唯一民族特色餐厅，

专为学生提供清真风味饮食服务；西苑餐厅位于西区餐饮大楼一层。另外还有一个教工食堂—

—南苑餐厅（位于学校南区），以及一个主题实验餐厅——可浓主题实验餐厅（位于进强楼地

下半层）。常规早餐：7:00-9:00 午餐：10:30-13:00 晚餐：16-30-19:30 夜市：20:00-22:30

（仅学生第一餐厅有夜市），可浓主题实验餐厅营业时间：11:30-14:00 17:30-21:00 

（2）北门餐饮小吃街 

北门餐饮小吃街俗称“学生街”，位于学校北区，有闽菜、川湘菜、东北菜等多种风味餐

厅，以及闽南特色、台湾特色的摊档、水果店、饮料店等。营业时间长，一般持续至晚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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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后。 

4.超市 

华大超市位于华大中心地带，主要销售生活用品和食品，营业时间：8:00-22:30。超市附

近还开有面包店、水果店、以及文印店等。 

校内每个餐厅、学生宿舍、教学楼都设有自动贩卖机，提供饮料销售，另外每栋教学每一

层均设有直饮水取水点，方便学生和教职工饮水。 

5.医疗 

华侨大学附属医院，电话：0595-22690120、0595-22693660。 

6.出行 

（1）前往泉州高铁站 

203路公交车（全程票价 3元）往返于华侨大学学生街——闽台缘博物馆——泉州高铁站，

时间：6:00-21:00（冬季调整半小时），候车地点：北门餐饮小吃街主街道直走右拐到底，或

打车前往（全程 18公里，费用 40-50元） 

（2）前往泉州客运中心站： 

11 路公交车往返于罗溪——华侨大学——客运中心站，时间：6:30-18:30，候车地点：

出校门左侧工商银行门口 

44 路公交车返于华侨大学——客运中心站——泉州师院，时间：6:30-18:30，候车地点：

出校门左侧工商银行门口 

或打车前往（全程 7公里，费用 15-20元） 

（3）前往市区： 

7 路公交车往返于华侨大学——泉州市文化宫，时间：6:00-22:10（冬季调整半小时）,

候车地点：出校门左侧工商银行门口 

13 路公交车往返于杏田——华侨大学——泉州二院，时间：6:30-18:30，候车地点：出

校门左侧工商银行门口 

    19路公交车往返于洛江区——华侨大学——关帝庙——金山北区，时间：6:10-21:50（冬

季调整 20分钟），候车地点：出校门左侧工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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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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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

办的 2015 年全国旅游院校（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

班，定于 2015 年 7 月 20~27 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举行。 

培训班旨在利用承办院校在会展教育与科研上的学科专

长、师资团队以及广泛的行业企业资源，让全国会展教育相关

院校的中青年骨干教师有机会了解和把握现代会展管理学科

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会展教育视野和提高会展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展览、会议、会奖、节庆、大型事件等多

个领域，囊括会展企业经营与管理、会展项目管理、场馆管理、

活动策划与组织、活动影响研究等多个课程议题，涵盖教育理

念、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教学技巧与技术、教学质量监督与

评价等多个方面。 

培训班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注意事项如下： 

1、时间：2015 年 7 月 20~27 日，其中 20 日报到，21~26 日

授课，27日离校 

2、地点：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珠海市唐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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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名费：2000元（含培训费、资料费、正餐费等，其中

正餐安排在师生食堂） 

4、往返交通费、住宿费自理，校区有招待所，校方可代为

预订，学员亦可自行安排住宿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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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2015@126.com 

6、报名截止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7、缴费账号： 

户  名：中山大学 

开户行：工行广州中山大学支行 

账  号：3602864809100002723 

转账时敬请注明“会展师资培训”字样。 

8、联 系 人：陈婉欣  女士 

电    话：15626440866 

专用邮箱：event2015@126.com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15 年 5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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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用邮箱  

*是否代订住宿 

（请删除右侧无关项） 

1、130 元普通单间 

2、160 元双床标间 

3、198 元豪华标间/大床房（大床房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无需预订，本人自行解决住宿 

加*的表格为必填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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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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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2015 年 7月 20~27 日 

中国·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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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 

由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承办的 2015年全国旅游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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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国会展教育相关院校的中青年骨干有机会了解和把握现代会展管理

学科的最新成果与动态，拓宽会展教育视野和提高会展教学水平。 

培训内容将涉及展览、会议、会奖、节庆、大型事件等多个领域，囊括会展企业经营与管

理、会展项目管理、场馆管理、活动策划与组织、活动影响研究等多个课程议题，涵盖教育理

念、教学模式与教学组织、教学技巧与技术、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多个方面。 

承办方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创办于 2004年，下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会展经济与管理等

三个本科专业，并已形成包含本科、硕士、博士等层次在内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招收博士后研

究人员。学院于 2007年通过了世界旅游组织旅游教育质量认证（UNWTO-TedQual），是中国旅

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的会长单位，也是中山大学工商管理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 

承办方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从学院成立之初即已组建。2006 年设会展管

理方向，2008 年开始招收会展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入学前两年接受旅游管理专业大类的平

台化培养，后两年进入会展专业的全面学习阶段，近年来每届毕业生约 70-100 人。2009年初

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合作招收会展经济与管理国际联合培养班，学生须依次在中大和昆大

完成各两年的专业教育，达到学分要求后可同时获得双方的学士学位，目前招生规模为每年 40

人。 

本次全国旅游院校（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师资培训班期待通过丰富、务实、高效的培训

活动，探讨现代会展教育体系、教育方式与方法的改革途径，推动国内会展教育的创新发展，

搭建会展师资交流平台，为全面提升会展学科地位和会展教育水平做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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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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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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辞有分寸，严禁人身攻击； 

9、应授课教师要求，本次培训所用课件一律不允许拷贝，也将不发放课件内容的印刷版

本，学员需自行认真做好笔记。如确需者，请课后通过邮件或电话方式联系授课教师提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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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请不要在夜间去海边或山林中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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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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日程 

时间 课程、活动 主讲人 
负责人/ 

主持人 
地点 

20

日 
全天 学员报到/入住 - 陈婉欣 全国-珠海 

21

日 

09:00-

09:30 
开班式 保继刚 彭青 

旅游学院 

讲学厅 

09:30-

12:00 
世界展览业发展概况与趋势 朱裕伦 罗秋菊 讲学厅 

13:30-

19:00 
琶洲会展组团现场教学 - 

罗秋菊/ 

陈婉欣 
广州 

22

日 

09:00-

11:30 

重大事件及其对城市社会经

济的影响研究 
戴光全 张骁鸣 讲学厅 

14:30-

17:00 
节庆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张骁鸣 - 讲学厅 

19:00-

21:00 

会展教学与研究：讨论与分

享 
- 

张骁鸣/ 

赖坤 
106 

23

日 

09:00-

11:30 

会展中心运营与管理：香港

会展中心案例 
梅李玉霞 罗秋菊 讲学厅 

14:30-

17:00 

成功展览项目的功能作用及

影响因素 
罗秋菊 - 讲学厅 

19:00-

21:00 
会展行业发展：讨论与分享 - 

罗秋菊/ 

姜淮 
106 

24

日 

09:00-

11:30 

事件旅游目的地形象传播及

其感知 
赖坤 - 讲学厅 

13:30-

19:00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教学 - 

赖坤/ 

陈宏亮 
珠海 

25

日 

09:30-

12:00 

世界会议业发展及其研究现

状 

Karen 

Weber 
张辉 讲学厅 

14:30-

17:00 
活动策划创新及案例 朱巧倩 张辉 讲学厅 

26

日 

09:30-

12:00 

会展企业案例：亚洲博闻集

团 
叶韵贞 张骁鸣 讲学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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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16:30 
学员总结汇报/教学经验分享 - 

张骁鸣/ 

赖坤 
讲学厅 

16:30-

17:00 
结业式 彭青 罗秋菊 讲学厅 

27

日 

中午

12:00前 
学员退宿/返程 - 陈婉欣 珠海-全国 

培训团队 

顾问 

保继刚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导、院长，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会长 

刘莉莉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秘书长 

彭  青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师资 

罗秋菊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戴光全  华南理工大学经贸学院教授、博导、研究生项目负责人 

Karen Weber  香港理工大学旅游与酒店学院教授、博士 

张骁鸣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系主任 

赖  坤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博士、实践教学主任 

张  辉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讲师、博士 

朱裕伦  香港会议展览业协会永远名誉主席，香港雅式集团董事长 

梅李玉霞  香港会展中心董事总经理 

叶韵贞  亚洲博闻集团广州展览公司总经理 

姜  淮  广东现代展览中心行政总监、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副会长 

朱巧倩  恒瑞行传播集团副总经理 

陈宏亮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研发部部长 

陈婉欣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助教、硕士、中澳联合办学项目联络人 

工作人员联系方式 

总联络人 张骁鸣 13924165242 

常务 陈婉欣 1562644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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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蔡颖颖 1363121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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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说明（暂定） 

类别 课程、活动 
主讲人/ 

主持人 
主要内容 课堂活动 

专 

题 

讲 

座 

世界展览业发展概况与

趋势 
朱裕伦 

1、当前世界的展览产业

总体格局 

2、展览项目的功能变化

趋势 

3、亚太地区展览业竞争

态势 

讲授 

提问交流 

世界会议业发展及其研

究现状 

（英文讲授、中英对照

课件与材料） 

Karen Weber 

1、会议业的发展路径 

2、会议目的地的发展 

3、会议业面临的挑战 

讲授 

提问交流 

会展中心运营与管理：

香港会展中心案例 
梅李玉霞 

1、典型会展中心的运营

架构与日常管理 

2、香港会展中心的发展

现状 

3、香港会展中心的运营

特点 

讲授 

提问交流 

成功展览项目的功能作

用及影响因素 
罗秋菊 

1、珠三角地区成功展览

项目案例介绍 

2、展览项目成功的影响

因素总结 

3、展览项目分析研究的

主要方法 

讲授 

提问交流 

活动策划创新及案例 朱巧倩 

1、现代活动策划的基本

理念 

2、活动策划创新的基本

方法 

3、案例分析 

讲授 

提问交流 

会展企业案例：亚洲博

闻集团 
叶韵贞 

1、企业发展简况 

2、当前重点项目的筹划

与实施 

3、确保具体项目获得成

功的核心要素分析 

讲授 

提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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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活动 
主讲人/ 

主持人 
主要内容 课堂活动 

重大事件及其对城市社

会经济的影响研究 
戴光全 

1、重大事件与城市发展

的多元关系 

2、世博会、园博会专题研

究分享 

3、相关研究方法简介 

讲授 

提问交流 

节庆研究的多学科视野 张骁鸣 

1、节庆研究现状综述 

2、节庆研究的新视野与

新方法举例 

讲授 

提问交流 

事件旅游目的地形象传

播及其感知 
赖坤 

1、事件旅游目的地形象

研究综述 

2、形象传播与感知研究

方法的剖析 

3、案例研究分享 

讲授 

提问交流 

现 

场 

教 

学 

琶洲会展组团现场教学 
罗秋菊/ 

陈婉欣 

1、琶洲会展组团的形成

过程及其推动力量 

2、广交会的发展与经济

影响 

3、广交会场馆的建设与

运营 

现场考察 

案例介绍 

企业交流 

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现场

教学 

赖坤/ 

陈宏亮 

1、珠海会展业的发展 

2、珠海国际会展中心的

建设与运营 

3、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发

展研究课题 

现场考察 

案例介绍 

企业交流 

讨 

论 

交 

流 

会展教学与研究：讨论

与分享 

张骁鸣/ 

赖坤 

1 会展专业培养计划的制

订与优化 

2、会展研究的选题确立

与课题申请 

对话 

分享交流 

会展行业发展：讨论与

分享 

罗秋菊/ 

姜淮 

1、当前国内会展行业发

展面临的难题 

2、案例分享 

对话 

分享交流 

学员总结汇报/教学经

验分享 

张骁鸣/ 

赖坤 

1、分享心得体会 

2、提出对培训班的改进

建议 

对话 

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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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服务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位于珠海市美丽的唐家湾畔，占地 3.48平方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

海，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四个校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校区的所有教师全部由校本部派出，

所有学生由中山大学统一招生，所有教学计划、教学要求、培养模式实行全校统一。目前在校

学生有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共一万余人，来自中山大学的文、理、医、工等门类 16个

院系约 50多个专业。旅游学院、国际商学院、翻译学院、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海洋学院、

移动信息工程学院等实体学院整建制落户在珠海校区。 

住宿 

招待所（0756-3668168） 

校内招待所由荔园 1号楼和 3号楼组成，主要房型为标准双人间和大床单人房。荔园 1号

楼主要用于校内教师上课期间的住宿、装饰相对简单；3号楼主要用于对外交流和接待，客房

设施配置和内装修水平相对较高一些。 

用餐 

食堂 

包括岁月湖餐厅、榕园食堂、荔园食堂，分别位于珠海校区中心服务区、榕园生活区与荔

园生活区。常规开餐时间：早餐 7:00-8:30，午餐 11:00-13:00，晚餐 17:00-18:30，部分餐

厅有夜市 19:00-23:00。 

北门餐饮小吃街 

位于校区北门外，有潮州菜、粤菜、湘菜、东北菜等多种口味，营业时间较长，人均消费

30-50 元左右。另有本地特色的小吃摊档和水果店若干，沿着小吃街向北步行 1.5 公里左右，

是附近最大的居民集聚和商业区——唐家镇。 

超市 

珠影超市 

位于招待所北侧，营业面积约 400平方米，以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销售为主，营业时间为

早上 8:00—晚间 10:30。超市附近还有理发店、面包店、水果店、邮政所和电信营业厅等生活

服务设施。 

校内多处地方设有自动贩卖机（主教学楼处最多），提供饮料和小型包装食品销售，另外

主教学楼架空层的岐关车站还开设有“Station”简餐店，可以提供咖啡、面包和简餐服务。 

医疗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珠海）：0756-2528888、252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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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岐关车站（0756-3610489） 

位于校区主教学楼 B区，是珠海校区通往广州南校区和东校区的主要交通枢纽，一般每小

时发车一次，假期期间车次数会减少一些。 

珠海市区交通 

如果要前往珠海市区，请于校区正东方与市区主干道（即“唐淇路”，见后页地图）相接

处的公交车站候车，有多路公交前往拱北、香洲、吉大等地。若去往横琴一般需转车，路程较

远。 

前往广州火车站、广州白云机场 

可搭乘岐关车先到广州南校区，然后换乘地铁前往广州火车站或白云机场（咨询电话 020-

86596123）；或步行至校区附近的唐家车站，搭乘开往广州火车站或白云机场的直达班车；还

可以打出租车到珠海北轻轨站，坐城际轻轨至广州火车南站，然后再转乘地铁前往其他地点；

若直接去往广州白云机场，还可选择前往唐家镇（距离校区约 1.5公里）的白云机场珠海唐家

候机楼（0756-3388636）。去往白云机场应至少提前 4小时出发。 

前往珠海高铁站 

珠海高铁站位于珠海拱北口岸西侧，地理位置十分便利。从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前往高铁站，

请于校区正东方与市区主干道（即“唐淇路”，见后页地图）相接处的公交车站候车，有多路

公交前往拱北方向；或打车前往（全程约 19公里，打车费用 50~60元）。 

前往珠海金湾机场（0756-7771111） 

因距离较远、市内公共交通不便（全程近 60公里，公交约 3小时），建议打车或几人联合

租车前往。租车可选择永信租车，电话 0756-380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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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地图 

 

 

授课地点 歧关车站 招待所前台 

主要公交站（市

区、拱北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