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中国园长大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8中国园长大会将于2018年03月在广州召开。

大会内容大会内容

各省市教育厅（局）、教育协会、各省市教育厅（局）、教育协会、幼教幼教集团、幼教机构、集团、幼教机构、幼儿园幼儿园的园长老师：的园长老师：

随着学前教育春天的到来，国家对学前教育愈发重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纷纷出台利好政策，引领着学前教育发展
的方向，中国学前教育峰会组委会将极力打造全国幼教服务一站式项目服务平台，以会带展，服务于学前教育资源
供应商及一线万千园所和经销服务商，组委会将聚行业之力，积极搭建起学前教育行业学习交流、探究、合作的服
务平台，欢迎各界同仁积极参加！ 

时间：2018年3月17日-19日

地点：琶洲.南丰国际会展中心

会议主题：“童创·未来”中国园长大会

指导单位：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中心

          全国社区关爱教育专家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早幼教联盟

国际早期教育协会（ACEI）中国总部

广州市早期教育行业协会

广州童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教育学会学生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广州欧比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南盟集团

          星期一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莫尔教育集团

          宁波百宝口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英国国际教育协会

          广州市启鸣职业培训学校

巴学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幼教人才

唯一直播平台：幼有直播间



（（3月月17日）日）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1

10:00-12:00 中国儿童教育大会--创客教育专场

午休

14:00-17:00 中国儿童教育大会--素质教育专场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9:00-10:00 创办中国特色示范园思考与实践

陆克俭（教育学博士,任职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深圳市学前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深圳

大学诺德假日幼儿园园长）

10:00-11:00 自主游戏与幼儿学习能力的培养

郑福明(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

师，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家庭与儿童发展专业博士生，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学前

教育研究会社会与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

东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

媒体支持：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教育导刊\今日头条等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1、各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教育部相关司局及直属单位领导代表，地方教育部门代表。

2、学前教育知名专家、教授，一线资深园长、教师。

3、各级院校幼教工作者、民间幼教研究机构代表。

4、各类型幼儿园(含公办及民办园)、亲子园、课程中心、培训机构等幼教第一线人员。

5、幼教用品、教材及教玩具、园所课程等相关资源供应商。

6、赞助单位、协办单位、支持单位的相关代表。

（一）报到：2018年3月16日全天报到

（二）议程：2018年3月17日9:00-17:00

2018年3月18日9:00-17:00

2018年3月19日9:00-17:00

中国园长大会包括33场专题会议，80+国内外知名嘉宾、200+幼教资源供应商、2000+经销/代理商、10000+优质
园长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共同见证中国园长大会的整体水平，为学前工作者建立学习与交流的平台。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会议议题（排名不分先后）会议议题（排名不分先后）



会场2

11:00-12:00
歐美高端趨勢教育-Mind Training心智力

訓練

洪晓芬(美国纽约大学NYU表演艺术暨教育心理硕士、

博士研究,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博士研究,创

办人-橙智国际教育集团,亚洲区唯一引进美国Mind

Training智力、表演应用行为训练系统)

午休

14:00-17:45 中国幼教产业——全国幼教经销商发展大会暨颁奖典礼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3

9:00-9:40 早幼教人可以看懂的趋势
王朝斌(ACEI中国区秘书长,WOHO国际教育创始

人,MyACEI网创始人)

9:40-10:40 早教销售三十六计之会销

余丹(台湾教育文化交流策进会大陆地区交流处长，国

际早期教育协会（ACEI)广东副会长，北京woho国际高

级讲师，星期一国际教育创始人）

10:40-11:40

英国幼儿园如何通过“持续的外部供给

continual provision”来支持儿童的自主学

习

 Karen Pereira(西伦敦两个幼儿园执行园长,英国早期教

育学士学位，英国Carmarthenshire政府幼教督导组、儿

童权益局负责人,30年幼教从业经验，20年的早幼教培

训经验,获得英国Save the Chilldren（保卫儿童）大奖)

午休

14:00-14:40 幼儿园事故的预防与应对策略

廖燕芳(原番禺区托幼办主任,曾任历届市区政协委员,现

任番禺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讲师团讲师,广东华誉律

师事务所行政部主任,教育系统法律服务部部长)

14:40-15:20 中国幼教的第二次觉醒

连轲(松堡王国幼教系列营销总经理，松堡王国工程事

业部总经理，松堡王国商学院讲师，中国幼教行业协会

副会长，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会员)

15:20-16:20 建立以品德为特色的幼儿园

李静晔-台湾中州科技大学讲师，国立台湾师范教育大

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资优組博士研究,国立台湾师范教育大

学特殊教育研究所身障组硕士,台北市立大学幼儿教育系

学士,现任山東淄搏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16:15-17:00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9:00-12:00 幼儿园事故处理的法律依据及策略

金小娟（全国模范教师、资深园长、第三届中国幼教年

会特邀专家、总参工程兵部机关幼儿园园长、北京某民

办连锁幼教集团总园长、《学前教育》杂志社特约讲

师、北京市海淀区“幼儿园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委



会场4

员、总参幼儿园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午休

14:00-17:00 园所品牌运营之道

朱  勇（四川师范学院美术学士、原成都金苹果幼集团

品牌运营官兼创意总监。2013年创办成都创想盒子工作

室至今设计260多家各类高端幼儿园，300多个成功设计

案例。深悟幼教之道,真正做到懂教育而设计，设计也因

教育而有灵魂）

3月月18日日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1

9:15-9:50

儿童教育和资本市场

刘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信息管理系，曾在艾

瑞咨询、中国电信、VentureSprout、盛大文学、盛大创

新院担任市场研究、投资研究等方面的工作。互联网行

业从业近10年时间。2014年创办映魅咨询，是一家综合

了科技类媒体、研究咨询服务、投资研究咨询服务的科

技服务机构）

9:50-10:25

梁颖琳（武汉理工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

（在读）法国里昂商学院体育EDP（在读）。2005年创

办美国教育中心广州办事处，开展中美交流和美国留

学业务。2009年加入卓越教育从事教育投资并购业

务）。

10:25-11:00

吴劲草（国金证券教育行业首席分析师，深入研究教育

行业中各细分行业，注重教育产业研究和政策研究及一

二级市场联动效应，并经营教育产业原创内容公众

号“小草EDU研究”）

午休

13:00-13:35

新科技与新的儿童教育

李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先后服务于奕

阳教育集团和红黄蓝教育集团。智趣互（838843.OC）

创办于2001年，国内领先的幼儿园服务提供商。2017年

推出联帮在线幼儿园实时互动直播教育平台）

13:35-14:10
陆浩川（浙江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等荣誉学

位，为2-6岁儿童提供商用智能教育娱乐产品与服务）

14:10-14:45

李颖（2007年加入集团从事幼儿园与培训机构的并购，

拓展和教研工作。诺亚舟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专注于为2-

18岁的幼儿及青少年提供学前教育，基础及辅助教育）

14:45-15:20
毛美蓉（师范大学本科，英语教育专业。大学毕业一年

半之后开始创办大嘴外教至今）



15:20-16:55 赵苗（品牌赵小苗港式国际学堂创始人。2016年，于深

圳湾创办以“港式教育”为特色的国际学堂，身兼培生香

港特邀培训师）

16:55-17:25

彭勇征（2002年加入华为任高级工程师，历任华为智

利国家总经理和南美地区部销售副总裁，2017年加入

爱乐奇担任销售副总裁，专注于幼儿和青少年教育的产

品研发和服务升级）

提问互动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2

9:00-9:40 幼儿园音乐特色的打造

张晓坤(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硕士,北京学前教育协会副会

长,华夏乐府音乐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北京魔笛创新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快乐音符、爱德福、儿童力量

课程主创人员，幼教人才项目总监)

9:40-10:20

贾涛（北京星芒美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星芒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亚洲早期教育协会理事、北京学

前教育协会常务理事，资深学前教育项目投资人）

10:20-11:00 幼儿园品牌提升策略之活动营销

张鹏（莫尔教育集团执行总裁，海南儋州慈善总会运营

理事，2017年创办莫尔教育品牌加盟机构，半年成功加

盟幼儿园36家，直营园2家）

11:00-12:00 幼儿园建立儿童健康管理模式

叶宜霖(美国密西根大学健康管理学硕士,儿童青少年心

理辅导专家,广东教育学会学生健康促进专业委员会,广

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儿童青少年行为培养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

午休

14:00-14:45

14:45-15:30
守正创新 赢在系统——全球视野下的国

学幼教

廖复河（养正国际教育集团总经理/广州亮节集团董事

长/中华国际教育研究会理事/中国幼教商学会首席运营

管理顾问/广东省早期教育研究会特聘讲师/百年网商会

战略会长/阿里巴巴云计划导师/广州市越秀区预备役军

官/2011年全球十大网商100强/2013年感动聚成10大人

物/成功运营两家集团公司,具备现代企业运营的综合思

维）

15:30-16:30
世界幼教导航—借镜欧美纽澳日韩幼教

模式

陈素月(台湾多所大学幼教课程讲师(辅仁、朝阳、玄奘

大学)、台湾多所大学幼保课程修订委员顾问(屏东科

大、正修科大、弘光科大、吴凤科大、中台科大)、幼

教考察团带队讲师(上百团)、曾担任幼儿园园长))

李昭贤（C.A.T.专业训练1000小時—纽约大学创作性艺



16:30-17:00 边缘型儿童校园教育与引导技巧 术疗法（New York University Creative Arts Therapy）

专业训练师）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3

9:00-9:40
从支持幼儿自主表达视角看思维导图在

幼儿教育领域运用

李程(曾任空直蓝天幼儿园教研组长、执笔学前教育研

究会全国课题获一等奖、父母必读《阿毛别册》专栏作

家、编写幼儿思维导图课程）

9:40-10:20
英国幼儿园（EYFS）如何长期系统地追

踪儿童成长

 Karen Pereira(西伦敦两个幼儿园执行园长,英国早期教

育学士学位，英国Carmarthenshire政府幼教督导组、儿

童权益局负责人,30年幼教从业经验，20年的早幼教培

训经验,获得英国Save the Chilldren（保卫儿童）大奖)

10:20-11:00 幼儿园股权设计揭秘

陈建辉(中国幼儿园股权定制第一人,北京井冈幼教商学

院创始人,鸿翔教育八个学校24年创始人,大连红苹果

园、北京红缨沈阳园二大幼教集团股东,全额奖学金留美

硕士、微软员工的家长)

11:00-11:30 创意设计STEAM探究课程

杨森（现任中国教育技术学会学术委员、全国中小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评审委员、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IB国际课程学术顾问、历任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学会

（ISTE）高级课程专家、加拿大AECT教育技术课程设

计师、加拿大BC省教育局主任督学）

11:30-12:00
智能时代，科技助力园所打造国学特色

音乐启蒙教育

李君（原高校古筝专业教师、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专业

委员会会员、中国乐器协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

中国民族器乐学会理事、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晨语古

筝趣味启蒙教程》编者）

午休

13:30-14:10
教师团队管理与家长学校建设的方法与

措施

吴祖银(佳辰世纪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课

程顾问,幸福团队实践领航人,幸福人生大讲堂首席讲师,

中国中小型幼儿园管理咨询服务专家,全国家庭教育实验

学校领航人,第四届中国幼教年会特聘专家讲师)

14:10-15:30 招生营销系统

张群成(荟赢教育集团总裁,南盟集团董事长,早幼教联盟

创始人,荟赢投资集团董事长,自动化运营系统创始人,创

新硅谷创投联盟创始人)

15:30-17:00
幼儿园家庭教育高级导师快速成长之

路       幼儿园招生、留生、提费系统

马井忠(广州荟赢教育集团董事长,香港天性教育集团董

事长,国际萨提亚天性幼教研究院院长,国际萨提亚家庭

教育协会会长,国际萨提亚卓越父母研究院院长,英语单

词快速自然拼读法发明者)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田  园（萨提亚家庭疗育执业导师、五福家庭教育集团



9:00-12:00 早幼教家园共育的落地系统 创始人、五福家庭育慈善公益中国行发起人、全国第九

届早幼教论坛特邀嘉宾、第四届中国幼教年会特邀嘉

宾）

午休

14:00-17:00 园所招生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李庆龙（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培训师、婚姻与家庭咨询

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园所运营管理智慧研修班发

起人、中国家庭教育指导中心首席培训师、世纪巴学园

儿童之家 创始人、第三、四届中国幼教年会特邀专家）

3月月19日日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2

9:00-10:00 蒙特梭利数学教育与0-3岁数学游戏

张庭枝（曾任新北市新庄区永锜幼儿园园长,新北市永和

区育圃文教机构总监,,蒙特梭利基金会儿童之家教师

（1989~1994）曾任台视幼教节目「我是好宝宝」编剧,

现任：明新科技大学幼儿保育系讲师,中华两岸事务交流

协会幼教智库讲师,社团法人新北市儿童教保协会名誉理

事）

10:00-10:40 幼儿园全岗位薪酬

聂美花(中国幼儿园薪酬定制第一人,清华大学人力资

源总监班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经济管理班”博士,北

京井冈幼教商学院创始人,鸿翔教育八个学校24年创始

人,大连红苹果园、北京红缨沈阳园二大幼教集团股东)

10:40-11:20 幼儿园管理与沟通

王春红(广州市番禺区锦绣香江丹桂幼儿园的园长,广州

市荔湾区红黄蓝唐宁花园幼儿园的园长,广州市红黄蓝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广东省橙汇园长俱乐部理事

长,广东省高级育婴师)

11:20-12:00 幼儿STEAM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魏芳(北京大学EMBA,米拉星球自闭症公益机构理事,中

科院中国科普博览STEAM教育联盟理事,睿爱启智早教

机构董事,超人宝宝玩具租赁联合创始人,幼儿STEAM品

牌“哆哆科学屋”联合创始人)

时间时间 议题议题 嘉宾介绍嘉宾介绍

会场4

9:00-12:00 幼教创新模式之体验式幼儿园

王望平（新加坡六壹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六壹卓越幼

教实战学院院长、体验式幼儿园幼教模式创始人、六壹

蕾蒙国际教育科技股份CEO）

午休

14:00-17:00  幼儿园家长课堂落地演练

肖晓英（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二级心理咨询师、萨提

亚家庭教育亲子导师，专业辅导园所如何开展父母课

堂）



3月月20日日

路线路线 幼儿园幼儿园

考察名园

路线一 祈福新邨半山幼儿园、祈福新邨幼儿园

路线二 广州市黄埔区玉城幼儿园、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幼儿园

路线三 珠海容闳国际幼稚园

备注：未完待续，嘉宾将随时更新，请以论坛现场信息为准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收费标准：980元/人（会务费、资料等费用）往返交通自理，用餐、住宿费用自理（协助推荐）

园所参访 ：380元/人（带队老师、交通、参访），3月公布参访名园名单（名额控制）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