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TOWER教育创新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7TOWER教育创新大会将于2017年10月在上海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今天就是未来今天就是未来

2017年又即将过去，回顾这一年，多少机构转型失败，多少机构面临破产，在家长满心期待的眼中我们信心满满，
而现实却给我们迎头一击！地方龙头企业、连锁教育集团发展的越来越有特色，不少中小企业被吞并，资本的涌入
更是加速了行业的发展。你所在的机构还好吗？

校长邦一年一度的TOWER大会即将在沪召开，诚邀各位10月相聚上海，让我们携手教育，共话未来！

 

会议概括会议概括



 

会议亮点会议亮点

亮点一：教育行业报告独家首发

《校长行业生态报告》

《北京、上海、广深、全国国际学习图谱以及国际学校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新高考改革暨升学规划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在线外教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夏令营产业研究报告》



以上报告将在会场正式发布，校长可以获得首发行业资料，免费资料与会者均可到校长邦工作人员处领取，部分收
费报告现场也可直接购买。

亮点二：免费校长职业测评

美国哈理逊测评（简称HA）是一套有30年研究与应用历史的全球人才解决方案。招聘流程中，使用HA测评，能有
效缩短一半以上的招聘周期，并帮助企业更快更准发现人才优劣势，产出发展与激励方案。

 

才鹿，专注于教育行业的人才服务机构，主导定制【机构校长】【学科老师】等通用岗位胜任力模型，已积累
1000+教育人才测评，提升教育企业与人才精准匹配的效率与效果。目前，HA已被浙江新课堂教育集团、跟谁学商
学院、多家国际学校全面运用。本次大会，才鹿将送出200份免费校长职业测评报告，供更多的教育企业与人才了
解与使用HA，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亮点三：全景社交

全方位的链接各个维度资源、了解教育行业各层级诉求，提供综合需求服务的对接平台，现场以供需墙合作屋、咖
啡分享会、项目交流会等形式，让每个参会者解决自己的痛点！收获满满！

亮点四：沪上名企参访

走进K12教育、互联网教育、幼儿教育、留学教育、素质教育领域等沪上知名企业，和大咖零距离接触，了解顶尖
教育企业发展强大背后的秘密，学习、借鉴运营管理模式、文化建设、流程建设及品牌打造等优秀经验，知行合
一。

 

10月31日

14:00--17:30

K12参访线路：参访线路：昂立教育集团、乐课力（1号大巴车）

互联网教育参访线路：互联网教育参访线路：沪江科技、爱乐奇总部（2号大巴车）

教育科技参访线路：教育科技参访线路：51Talk、乂学科技（3号大巴车）

素质教育参访线路：素质教育参访线路：思乐氏、能力风暴（4号大巴车）

国际留学教育参访线路：国际留学教育参访线路：51Offer、上海英国留学中心（5号大巴车）

教育综合体参访线路：教育综合体参访线路：翼站（6号大巴车）

亮点五：资本对接

100+知名投资人将来到大会现场，可助力优秀企业加快项目与资本的匹配效率，与投资人直接面对面洽谈、签订
TS，请有计划的机构提前准备好商业计划书！

 

会议组织会议组织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流程会议流程



10月29日

9:00-12:10

开幕式开幕式

开幕式主持人桃李资本副总裁、著名教育点评人Lisa女士。

 

9:05-9:15

主办方&联合主办方欢迎致辞

 

9:15-9:45 《一带一路--中国教育融入世界发展》

政府领导



 

9:45-10:05 《教育培训行业的未来模式是否已经尘埃落定》

好未来教育集团

 

10:05-10:35 《智慧教育精解》

祝智庭祝智庭: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指导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高等院校教育技术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资源建设项目专家工作组副组长、
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华东师大网络教育学院院长

 

10:35-10:55 《用现代管理学助力学校创新》

杜绍基杜绍基:德鲁克管理学院荣誉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首席专家

 

10:55-11:25 《孩子就该这么教，创业就该这么做》

林伟贤林伟贤:国际顶级演讲大师、实践家教育集团董事长、实践家商业培训学院创办人、《培训》杂志国际中文版创办
人、中华教育训练发展协会理事长、美国西北大学商业模式中心 研究员、美国奥克拉荷马市大学 荣誉企管博士、马
来西亚首相署中小企业拓展中心顾问

 

11:25-11:45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对在线教育的影响》

杜昶旭杜昶旭:朗播网创始人&CEO、清华大学计算机博士、教龄16年，培训学生超20万

 

11:45-12:00 TOWER教育盛典

 

14:00-17:30

铿锵玫瑰女校长专场铿锵玫瑰女校长专场

巾帼军团近几年异军突起，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慧眼独具，赛道新颖；铿锵运营，不让须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现场倾听美女老板分享心路历程，养眼养心。

 

14:00-14:40《教育公益与教育创新》

吴虹吴虹:沪江网首席教育官

 

14:40-15:20《这个江湖怎能没有我的传说》

朱春娜朱春娜:微语言创始人

 

15:20-15:50《学校运营管理三盯法》

曲英红曲英红:CC英语大区校长

 



15:50-16:20《如何利用SCRM运营客户促进业绩倍增》

王茜王茜:六度人和COO

 

16:20-17:00《我是如何用《我是如何用3年时间做到年时间做到300余家校区的》余家校区的》

孟茜子孟茜子:清大教育创始人

 

17:00-17:30《女性教育者的力量》

圆桌论坛

 

14:00-17:30

 国际留学专场国际留学专场

留学牌照政策放开，清风徐来；竞争大幕就此开启，刀光剑影。留学业态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互联网能否带来更轻
运营？留学大数据如何运用？信息壁垒荡然无存的时代，留学行业是否还能有几分拈花自矜的从容？国际留学专场
众咖解读留学行业大势。

 

14:00-14:20《创新 跨界 融合--留学行业趋势解析》

桑澎：桑澎：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BOSSA）会长

 

14:20-14:50《海外国际学校评价体系与发展》

Paul Mitchell：：BIEA Development Officer

 

14:50-15:10《留学大数据分析》

今日头条嘉宾

 

15:10-15:30《国际学校那些事》

Shawn：：澳际国际学校执行校长兼学术校长

 

15:30-15:50《从高冷到官方支持--ETS托福备考解决方案助力托福教学》

吴振忠：吴振忠：乐高国际教育创始人

 

15:50-16:10《追求用户体验的互联网留学创新》

李健李健：：51offer副总裁

 

16:10-16:40《AI将如何改变大学招生》

Martin：：Apply board CEO



 

16:40-17:30《打破藩篱 跨界融合》

【圆桌对话】主持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留学》栏目知名主持人刘兴宇

 

14:00-17:30

 教育科技专场教育科技专场

教育科技浪潮已经到来了吗？教育科技能够打破传统机构营收和利润的天花板吗？教育科技的客户体验到底怎么
样？教育科技会成为传统模式的掘墓人吗？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教育科技来做优化和增量呢？教育科技CEO们将如
何作答？

 

14:00-14:30《人工智能在教学机器人中的应用实践》

崔炜：崔炜：乂学教育联合创始人

 

14:30-14:50《培训机构如何利用大数据和AI构建语言学习新模式》

杜昶旭：杜昶旭：朗播网 CEO

 

14:50-15:20《线下学校如何利用科技利润倍增》

兰紫：兰紫：乐朗乐读CEO

 

15:20-15:50 《科技到底有多温馨》

邵之琼：邵之琼：校管家CEO

 

15:50-16:20《如何利用【互联网助力】+【99元低价课】引流，疯狂招生1000人！》

高文硕：高文硕：裤兜语文CEO

 

14:00-17:30

精细化托育专场精细化托育专场

专注于精细化、专注于差异化、专注于实操化--最接地气的的托育行业操作性集成，最朴实的运营技法传授，最毫无
保留的诚恳分享。精细化托育专场，让您满载干货而归。

 

14:00-14:30《托育行业发展趋势及方向指引》

手拉手刘兴环

 

14:30-16:30《精细化托育SOP流程及托育行业应对K12周末课程之差异化经营》

刘莎



 

16:30-17:30《托育行业社会实践活动实操案例分享》

段有祥

 

19:30-20:30《托育行业核心业务之习惯养成》

贾智会

 

20:30-21:30《托育行业品牌升级策略》

刘兴环

 

14:00-17:30

语文教学法培训专场语文教学法培训专场

高考改革，语文独大。教培机构学科设置是否已随之调整？最难辅导最难见效的学科，而今却不能再回避。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全国知名作家、作文教育家，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与教师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读者》杂志签约作
家，灵性作文全国连锁品牌创始人陈晓辉将给您带来最佳解决方案！

《以写作教学来推动核心素养教育》

陈晓辉，笔名逆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知名作家、作文教育家，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与教师教育学院客座
教授，《读者》杂志签约作家，灵性作文全国连锁品牌创始人。主编《月亮是个会撒谎的孩子》等200余部，其代
表作品：《灵性作文有一套》、《来吧，和生命跳支舞》、《没有一朵花会错过春天》、《中考作文有一套》、
《十分钟爱上写作》等六十余部。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曾获中国十大青年作家创作之星。

 

14:00-21:00

K12教教科研科研专场专场

在商业氛围中回归教育本源，在纷乱营销中沉淀核心价值。

老王说：我是卖瓜的！

我们说：我们是做教育的！

教科研专场聚焦教研和科技，诠释教育华丽包装下最核心的内涵。

 

14:00-16:00《深度教研助力培训机构高速发展》

古风：古风：北师大精准教育CEO、中国基础教育数据研究专家

 

16:00-17:30《强化考试逻辑，构建辅导机构护城河》

康子健：康子健：三陶教育联合创始人、三陶教育CEO

 

19:00-21:00《回归教育本质 才能在K12赛道领跑》

张锦超：张锦超：三陶教育创始人、三陶教育董事长



 

10月30日

9:00-17:30

K12龙头汇管理专场龙头汇管理专场

教育培训到底是红海还是蓝海？未来的行业和区域中哪家机构会主沉浮？小微机构在激烈的竞争中将如何生存发
展？K12龙头汇专场邀集部分行业和区域龙头为您分享他们发展的历程，超长完整分享干货爆棚。

 

9:00-9:45《教学品质决定机构的张力》

学而思嘉宾

 

9:45-11:15《教育培训三定律》

朱宇（小狼）：朱宇（小狼）：新东方优能教育总监

 

11:15-12:00《传统教育机构升级路径》

袁国华：袁国华：昂立教育集团副总裁

 

14:00-15:00《巨人之路》

尹雄：尹雄：巨人教育集团董事长

 

15:00-15:30《新时期下英语培训机构的发展新思路》

李颖：李颖：小新星国际CEO

 

15:30-16:00《VIPKID 50亿营收的三板斧》

徐晓菲：徐晓菲：VIPKID 市场副总裁

 

16:00-16:30《子轩教育从零到亿的发展之路》

岑少栋：岑少栋：子轩教育创始人

 

16:30-17:00《校长的思维方式决定教育机构的未来！》

朱文柱：朱文柱：苏州腾大教育创始人

 

17:00-17:30《教育培训机构的云泥之境》

圆桌论坛

 

9:00-17:30



智慧营销招生专场智慧营销招生专场

营销难！招生难！细分赛道越来越多，学生家长越来越理性，教育市场越来越垂直狭窄。怎样突出重围？怎样独辟
蹊径？业内实战众咖指点迷津。

 

9:00-10:00《如何打造教育IP》

陈晓璐：陈晓璐：璐逸教育创始人

 

10:00-11:00《智未来 智造营销新时代》

范艳：范艳：北京启航智诚广告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教育行业营销专家

 

11:00-12:00《昂立是怎样做营销招生的》

郭毅：郭毅：昂立教育市场总监

 

14:00-15:00《培训学校怎样利用智能工具招生和提高教学效率》

郭爱平：郭爱平：教学邦CEO

 

15:00-16:00《培训学校营销团队打造》

陈亚飞：陈亚飞：汇建商学院CEO

 

16:00-16:30《依托产业链布局，全方位打造培训机构的营收升级》

司徒耀威：司徒耀威：艾思能达CEO

 

16:30-17:00《重新定义教育：打造一个全球学习型社群》

周颖：周颖：恩廷教育创始人CEO，中国犹太教育第一人 

 

17:00-17:30《招生怎么这么难？》

圆桌论坛

 

14：00-18：00

教育资本专场教育资本专场

资本野兽们都来了，这是一场迄今为止阵容最为豪华的教育资本大咖盛会，空前绝后。你想知道你的赛道热度吗？
你想知道你的机构价值吗？你想知道怎样才能与资本联姻吗？你想知道嫁给资本前怎样梳妆吗？

带上名片，带上大脑，来现场，你有机会的！

 

14:05-14:35《教育创业的金融之翼》



宁柏宇：宁柏宇：蓝象资本合伙人、教育早期投资专家。

投资或投后管理小伴龙、朗播网、音乐笔记、古筝笔记、爱天科技等项目。曾任好未来战略投资部副总经理，好未
来摩比思维馆和乐加乐英语两大品牌创建者。

 

14:35-15:05《教育行业投资机会与策略》

钱鹏飞：钱鹏飞：几何投资合伙人

 

15:05-15:35《教育行业基本投资逻辑与策略》

谢晨光：谢晨光：凯兴资本创始合伙人  专注跨界教育投资。

成功投资了凹凸教育、七色光华、巨石达阵等一批教育企业，具有丰富的创业、投融资及管理经验。

 

15:35-16:05《教育行业的创新与投资机会》

许维：许维：头头是道基金董事

 

16:05-16:35《教育企业如何寻找投资机构和资本相结合》

林子力：林子力：和君资本

 

16:35-17:35【圆桌论坛】

蓝湖资本合伙人胡磊、真格教育基金合伙人葛文伟、行业分析刘凯、创新工场投资总监Jarvis

 

9:00-12:00

教育教育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专场专场

寻寻觅觅寻寻觅，江东才俊安所之？教育培训行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需人才。招不到人，留不住才，核心骨干
跳槽，老板一夜白头。如何打造梧桐之木引凤来栖？如何将人力资源打造成生产力？人力资源专家为您把脉通过。

 

9:00-10:00《2017教育企业中高端人才需求与细分市场薪酬架构研究》

裘梦媛：裘梦媛：才鹿创始人

 

10:00-11:00《新政策，新趋势，新竞争，教育培训机构如何利用人力资源转型突破重围？》

圆桌论坛：圆桌论坛：上海新东方杭国栋、精锐教育王俊、四季教育Amy、韦博Boyi Wang

 

11:00-12:00《管理核心:用高敬业度与高留任率决胜千里》

薛老师：薛老师：昂立教育

 

9:00-17:30



幼儿教育专场幼儿教育专场

早幼教赛道热度空前，冷静思考尤为珍贵。在刚需诱惑下，品质追求是否被你无暇漠视？行业互联是否被你一笑而
过？资本接口是否能够投桃报李？园长论坛，有那么多的话题氤氲不散。

 

9:05-9:35《学前教育未来出现的显著特点》

孙刚：孙刚：华夏前程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早教论坛秘书长

 

9:40-10:10《幼教品牌建设的冷思考》

王加胜：王加胜：索菲国际幼儿园董事长

 

10:10-10:40《零知名度幼儿园生源一年爆满的5个秘籍》

吴艳娟：吴艳娟：诺贝尔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

 

10:40-11:10《信任.规则.兴趣-重塑儿童教育生活方式》

李立志：李立志：美誉集团董事长

 

11:10-11:30《幼教未来发展及行业互联趋势》

祝涛：祝涛：金色阳光董事长

 

11:30-12:00《幼教价值提升的思维碰撞：品牌、运营和发展》

圆桌论坛：圆桌论坛：王加胜、祝涛、李立志、梁耀文

 

14:00-14:40《全球幼教行业的发展模式》

江惠芳：江惠芳：亚洲幼教年会联合创始人

 

14:40-15:00《产业资本跨界幼教行业的投资逻辑》

王妍：王妍：东赢教育投资并购总监

 

15:00-15:20《幼儿园的投资故事 - 投资人的视角》

郑勇：郑勇：高鹄资本执行董事

 

15:20-15:50《礼仪特色园所的价值打造》

李菁娜：李菁娜：七彩礼鱼创始人&CEO

 

15:50-16:20《篮球特色推出幼儿园价值》



温大治：温大治：华蒙星体育创始人

 

16:20-17:00《面向未来的幼儿情商教育》

张怡筠：张怡筠：著名心理学者、情商教育专家

 

17:00-17:30《园所加速器：幼教资本的推动和园所标签化特色之路》

圆桌论坛：圆桌论坛：江惠芳、温大治、李菁娜、王妍、郑勇

 

9:00-17:30

托管指导师职业师训专场托管指导师职业师训专场

 

托管行业发展迅速，可是整体水平粗放！行业价值和经济回报都不是很高！

那么，如何实现作业不检查，问题不回答的基本目标？

如何轻松提高学生学习成绩？

如何让托管的费用是本地区至少三倍以上？

如何让我们的托管老师有尊严、有格调地去工作？

规范、专业、职业的师训指导，高效、全新、颠覆的托管模式，实操干货饕餮盛宴，助你拨云见日。

 

参加考试通过者可申请教育部社区教育培训中心核发的托管指导师职业技能证书可申请教育部社区教育培训中心核发的托管指导师职业技能证书。

 

9:00-9:20《大陆托管行业的宿命与展望》

开场致词：陈斯杰（台湾）

 

9:20-10:00《我如何做到三倍收费》

分享嘉宾：郭琴

 

10:00-11:30《现代托管指导师职业培训》

师训基础篇：赵雨林

 

11:30-12:20 《如何高效打造托管师团队？》

师训团队篇：刘艳丽

 

14:00-15:30《语数外科目的托管教学指南》

师训实操篇：谢镓潞



 

15:30-16:10《用素质课程加持主业的策略》

师训特色篇：Gloria Lee（李复华）

 

16:10-16:50《别具一格高效运营招生策略》

师训市场篇：黄薇

 

16:50-17:30【圆桌论坛】

专家指导，现场答疑

主持：陈炜 博恒时代

 

10月31日

9:00-12:00

教育行业发布会专场教育行业发布会专场

让你最清晰透彻的认识自己奋斗的行业！

让你找到最实用的校长培训通识课程！

让你找到我们校长自己的交流平台！

让你和你机构的IP星耀天空！

 

9:00-9:30《培训校长通识课程》

校长邦发布

 

9:30-10:00《校长得道》

教育从业者线上分享交流平台发布会

 

10:00-11:00《北京、上海、广深、全国国际学习图谱以及国际学校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新高考改革暨升学规划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在线外教行业发展报告》

《中国夏令营产业研究报告》

觅思教育产业数据分析服务系列行研报告发布

 

11:00-11:30《教培行业校长生态报告》

校长邦发布

 



11:30-12:00《善用数字化管理提升团队效率》

邵之琼：邵之琼：校管家CEO

 

9:00-12:00

营地教育专场营地教育专场

营地产业，大咖云集。分析行业趋势，高屋建瓴；详解优质模型，娓娓道来；剖析投资策略，醍醐灌顶。超高品质
分享，不容错过。

 

9:00-9:15《欢迎致辞》

杨林：杨林：行动者创始人

 

9:15-9:45《没有围墙的学校，为未来而学》

赵蔚：赵蔚：启行营地创始人

 

9:45-9:50《大咖对话》

杨林 VS 赵蔚

 

9:50-10:20《营地教育的全产业链的服务》

杨林：杨林：行动者创始人

 

10:20-10:25《大咖对话》《大咖对话》

杨林 VS 许萌

 

10:25-10:55《夏山营地的《夏山营地的LTP教育模型》教育模型》

许萌：许萌：夏山国际童军会创始人

 

10:55-11:00《大咖对话》《大咖对话》

许萌 VS 李璟晖

 

11:00-11:30《美式营地在中国的运营和发展》

李璟晖：李璟晖：游美美式营地创始人&CEO

 

11:30-11:35《大咖对话》《大咖对话》

李璟晖 VS 钱鹏飞

 



11:35-12:05《营地教育的投资逻辑》

钱鹏飞：钱鹏飞：几何投资合伙人

 

12:05-12:35《营地教育的价值投资》

【圆桌论坛】

主持人：钱鹏飞 

嘉宾：杨林 、赵蔚、许萌、李璟晖

9:00-12:00

品牌战略定位与营销专场品牌战略定位与营销专场

深度解析品牌战略定位与营销，逻辑实操并重，技能案例罗陈。著名营销实战派导师蒋磊的超长完整系统分享！大
课形式，确保实效；互动多多，收获满满。

 

《顶尖破局之品牌战略定位与营销》

导师：蒋磊

温德先生教育集团董事长

不懂文化传媒首席战略官

资深教育培训行业运营专家

营销实战派导师

天使投资人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以上嘉宾排名不分先后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校长邦2017 Tower教育创新大会门票1980元。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