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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 

上 海 市 民 办 教 育 协 会 
 

 

中民培教〔2015〕1 号 

 

 

关于召开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 

发展高峰论坛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各相关单位： 

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主办，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和上海昂立教育集团

共同承办的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定于 2015

年 11月 24日-25日在上海举行。 

本次论坛，将邀请民办培训教育行业的领导、专家、学者及知名

培训教育机构负责人，与国内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同仁，就民办培训教

育行业的新形势、新机遇、新增长及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的方向和

趋势，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既关注未来，又立足当前，以引领和推

动我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科学、健康、有序地发展。 

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天将通过大会主题报告形式，就未来行

业发展方向做深度分析；第二天将从民办培训教育与互联网的结合、

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多渠道资本运作、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区域品牌的打

造与发展、民办培训教育项目与产品的创新与升级等专题进行四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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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圆桌论坛。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名称 

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 

二、论坛主题 

新形势、新机遇、新增长——“互联网+”时代下未来十年民办

培训教育行业的发展走势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承办单位：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 

          上海昂立教育集团 

协办单位：君学中国 

四、参会人员 

1.各级民办教育协会主管民办培训教育负责人，全国民办培训教

育行业专家、学者； 

2.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理事、会员； 

3.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常务理

事、理事、会员； 

4.全国民办培训教育机构代表，民办培训教育研究机构代表等。 

5.本次论坛采取预报名方式，所有参会人员请于 2015年 11 月 8

日前将回执寄回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办公室（上海市凯旋路 30 号 5

号楼 210室）报名，并于 11月 8日前缴纳会务费。会务组将根据缴

费时间顺序确定与会代表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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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坛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15年 11月 23日（星期一）09:00-20:00 

论坛时间：2015年 11月 24日－11月 25日(星期二，星期三) 

论坛地点：上海·华亭宾馆（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1200号） 

了解论坛介绍及更多相关资讯，请登录：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网站：www.zgpxjyw.org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网站:www.shmbjy.org 

上海昂立教育集团网站:www.onlyedu.com 

六、会务费用 

1.团体报名 1180元/人，个人报名 1280元/人。 

2.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上海市

民办教育协会会员（单位）会务费，1080元/人。 

3.各级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分支机构领队免交会务费。 

4.会费包含参会、餐费（24日午、晚餐，25日午餐）、资料等。 

会费不含往返交通与住宿费用。说明：团体报名指同一机构有三人

（含）及以上人员报名参会。 

5.付款账号： 

户 名：上海翔缘会展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账 号：100128121900684228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 

七、会务联系方式 

1.论坛咨询：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010-51889500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 

咨询电话：021-337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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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会务组 

联系电话：021-52588866-0  021-33728528 

3. 会场及路线详见附件五 

 上海华亭宾馆联系电话：021-64396000 

 

附件 1：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日程 

附件 2：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参会回执 

附件 3：调研问卷 

附件 4: 上海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参访考察报名表 

附件 5：华亭宾馆地理位置及交通路线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 

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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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日程表 

          【嘉宾报到】  2015 年 11月 23日（星期一）      

 09:00-20:00                                   报到地点：   华庭宾馆二楼 

          【主论坛】    2015 年 11月 24日（星期二）     

【开幕式】    主持人：李宣海 上海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时间 内容 嘉宾 

9:00-9:40 致欢迎词、开幕词，领导讲话 

李宣海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上海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章家祥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上海市有关领导 

王佐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  

【主题演讲】   主持人：陈 光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9:40-10:20 新形势下民办培训教育行业的新机遇、新增长 陶西平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名誉会长  

10:20-11:00 “互联网+”下的教育创新和变革（拟） 

朱晓明  上海市人大原副主任、上海市政

协原副主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原院长 

11:00-11:40 民办培训教育行业最新政策解读（拟） 张  力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2:00-13:30                      【午  餐 、 休  息】  

  【主题演讲】   主持人：胡卫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13:30-14:10 
从上海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历程看未来十

年行业发展趋势 
林  涛  上海昂立教育集团总裁    

14:10-14:50 民办培训教育行业的转型与升级 
强  帅  和君集团高级合伙人 

        教育培训事业部总裁   

14:50-15:30 民办培训教育机构的企业化之路 宋  辉  君学中国董事长   

15:30-15:50                      【休  息】     

15:50-16:30 什么是真正的互联网教育 伏彩瑞  沪江网首席执行官   

16:30-17:10 走向万年教育企业的“道”上 杨  基  台湾杨基教育机构创办人   

17:10-17:50 互联网+教育的趋势与未来 徐小平  真格基金  

18:00-20:00                       【晚  餐 、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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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论坛】    2015 年 11月 25日（星期三）     

时间 内容 嘉宾 

8:30-11:30 
论坛一：未来 10年在线教育发展趋势论坛 

主持人：葛文伟（大家汇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陈向东  跟谁学首席执行官  

张凯磊  学霸君首席执行官   

刘  畅  一起作业首席执行官  

潘鹏凯  爱乐奇创始人   

葛文伟  大家汇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8:30-11:30 

论坛二：资本助力之下的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多

元上市之路 

主持人：张晋巍（凹凸教育机构创始人） 

吴竹平  新南洋集团总裁   

杨  强  好未来集团新闻发言人 

        战略投资部高级总监    

于洪泽  华图教育联合创始人 

        德仁微课研究院院长    

郝一丁  赛领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8:30-11:30 
论坛三：民办培训教育区域品牌的打造与发展 

主持人：叶建国（君学中国联合创始人） 

王晓波  昂立教育集团副总裁    

唐俊京  卓越教育集团总裁    

须佶成  高思教育集团总裁    

黄辰华  思齐教育集团总裁   

张维东  济南大智教育创始人、董事长   

8:30-11:30 
论坛四：民办培训教育行业的产品创新与升级 

主持人：牛新哲（教育培训联盟理事会主席） 

李永新  中公教育集团董事长   

沈  莹  上海小荧星校长   

张  熙  精锐教育总裁    

李志勇  四川弘道经理学院理事长   

许小明  新世界教育副总裁    

11:30-11:45                      【分论坛总结与闭幕】   各分论坛主持人 

12:00-13:30                      【午  餐 、 休  息】  

13:30-16:00                      【上海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参访、考察交流】  

昂立教育集团、君学中国、沪江网、爱乐奇、上海小

荧星、新世界樱花日语、震旦教育集团、弘毅国学 

根据嘉宾报名时选择线路安排。 

华亭宾馆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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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参会回执 

单位名称： 网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姓名： 座机：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参会者姓名 性 别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汇款金额： 汇款日期： 统一安排住宿： □是  □否 

房间类型 

标间价格（含早）：600元/间/天 

预订：    间/   天 

会务组安排住宿宾馆为华亭宾馆，如有其他住宿需求，请自行安排。 

如单人数参会，标间是否与他人合住：是□  否□ 

入住时间：2015年   月    日至    月   日 

汇款方式： 

账户名称：上海翔缘会展会务服务有限公司  

账户号码： 1001281219006842289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浦东开发区支行 

备注：  

1、为了确保参会嘉宾顺利参会，烦请您将此表填好后与汇款收据以电子文档或传真形式，

传至会务组确认备查。邮箱 xuejinlu0109@163.com  传真：021-33728528                

2、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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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五届中国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调研问卷 

 

尊敬的各位参会嘉宾： 

为了更好体现论坛主题，推动行业科学、健康、有序地发展，论坛会务组设

计了一份调研问卷。请各位同仁认真填写，与报名回执一并递交。这些内容将会

事先提交给各位演讲嘉宾，便于他们的演讲更具针对性。 

感谢您对论坛的支持！ 

问卷内容： 

一、贵机构现阶段遇到的困惑和挑战是什么? 

     

 

二、本次论坛，最想与演讲发言嘉宾分享的内容有哪些？ 

     

 

三、您对未来 10年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发展趋势的判断，包括： 

 

1、您预测的教育行业总产值，所属细分行业总产值。 

 

 

2、您预测的线上和线下培训教育的占比。 

 

 

3、您认为最有潜力的三大民办培训教育领域及原因。 

 

 

4、您希望民办培训教育行业在哪些方面可以进行提升、合作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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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上海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参访考察报名表 

为促进参会嘉宾深入了解与认知上海民办培训教育，提供与上海同行当面研

讨交流的机会。论坛会务组定于 11月 25日下午，组织有意向的参会嘉宾，赴上

海部分特色民办培训教育机构参观访问、考察学习。具体事项安排如下：  

一、考察学习及交流内容 

参观上海昂立教育集团、君学中国、沪江网、小荧星等多家极具鲜明办学特

色的上海地区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与机构高管面对面交流，全面了解机构专业教

研、精益管理、整合营销等成功之道。同时，参会嘉宾可以根据各自机构的实际

情况，提出实际问题，现场解惑答疑。  

二、报名事项 

本次参观考察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出行车辆由会务组统一提供。 

发车时间：11月 25日 13：30  

发车地点：华亭宾馆 

三、报名  

请在以下表格第一列中标注出您希望参访的学校（用“1、2、3”表示，同

时也表示参观意愿由强至弱），每人仅限选择 3个学校。 

考虑到被参访企业场地条件与接待能力限制，为保证考察交流效果，本次参

访交流活动共有 300个名额提供，每条线路接待 40名左右参访嘉宾，名额确认

将按照大会报名付款顺序为标准。 

如线路满员则需接受调剂（首先按照 1、2、3的顺序调剂；若上述线路均已

满员，则从有名额线路中调剂）。 

以上安排，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理解。 

考察意向 机构名称 机构介绍 

 昂立教育集团 www.onlyedu.com 

 君学中国 www.junhsue.com 

 沪江网、爱乐奇 
沪  江：www.hujiang.com 

爱乐奇：www.alo7.com 

 上海小荧星 www.littlestar.cn 

 新世界樱花日语 www.sakurajp.com.cn 

 震旦教育集团 www.aurora-edu.cn 

 弘毅国学 www.hygx.cn 

 

http://www.junhs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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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华亭宾馆地理位置及乘车路线 

 

1、上海浦东机场：乘坐地铁 2 号线东延伸段(广兰路方向), 在广兰路站下

车，乘坐地铁 2 号线(徐泾东方向)，在世纪大道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4号线(宜

山路方向)，在上海体育馆站下车(7口出)。步行 420米至华亭宾馆。车程：45.8km，

出租车：161元。 

2、上海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乘坐地铁 10号线(新江湾城方向), 在虹桥

路站下车。站内换乘地铁 4号线(宜山路方向)，在上海体育馆站下车(7口出)。

步行 420米至华亭宾馆。车程：16.6km，出租车：56元。 

3、上海火车站（长途汽车总站）：乘坐地铁 4号线上海南站方向)，在上海

体育馆站下车(7 口出)。步行 420米至华亭宾馆。车程：9.4km，出租车：31元。 

4、上海火车南站（汽车南站）：乘坐地铁 1号线(富锦路方向), 在上海体育

馆站下车(7口出)。步行 420米至华亭宾馆。车程：4.9km，出租车：20元。 

 

 

 

 

 

 

 

 

 

 

 

 

 

 

（图中位置 A即为华亭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