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康养产业暨特色产业

运营高级研修班（三期）

康养文旅+乡村振兴+产业引领

项目简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康养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养老产业的顶层设计与政策

架构已露雏形，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正在快速到来，康养文旅产业、乡村振兴、房地产开发转型

的新突破口。

北京大学依托百年学府的人文理想情怀，携百年名校的专业优势和顶尖师资，联手产业精

英、行业大咖，就康养文旅产业的的开发，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全产业链的教授和辅导，引

领当今产业前沿思想模式。

课程将深度聚焦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更新，以及大健康战略下的康养文旅产业，从战

略规划、顶层设计、落地运营、产业投融资的全生命周期，帮助学员更新理念和知识，提供新

思维、新视角、新观点与新模式，达到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提升。

讲台上，可以亲历在任部委领导的教诲，课堂上，将与行业精英同学互动交流，以及多元

化的资源共享和对接，让圈层经济助推企业转型升级，为企业发展赋能

在“健康中国 2030”、“乡村振兴”双重国家战略下, 为康养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战略机

遇，提供了政策利好大环境。面对这样的发展契机，更需要汇聚各方优质资源和前沿战略思想，

借鉴成熟产业和市场经验，驱动康养产业的全程价值链，在混沌中实现蜕变和华丽转身，为企

业管理者提供新思维、新视角、新理念与新模式，引领产业发展新时代。

【课程亮点】

课程涵盖：北京大学面授、标杆项目实地考察、操盘者深度解析、行业专家深度点评、洞

悉时势、通晓政策、理性思辨、全局统观、康养文旅、乡村振兴、有机农业、资源融合、圈层

交流、国内外研学、同学企业参访、实操落地等亮点。



核心价值

◆系统课程学习，内容聚焦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发展，包括乡村振兴、田园综合体 、功能农

业，特别是康养文旅产业，及相关产业落地运营和项目投融资策略等。

◆权威师资和实战课程，各部委在职领导及标杆项目操盘手亲身授课，和进行最新的政策解读，

最专业的战略规划，最前沿的产业方向，最实用的操作模式，最切合自身发展需求的课程设置。

◆样板项目实地研学考察，行业专家或运营负责人带队讲解，操盘者课堂深度解析，康养文旅、

医养经典项目，田园民宿、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等多主题项目对标研究和实地游学。

【课程模块】

课程设置：1、宏观经济 2、康养产业 3、康养文旅 4、康养地产 5、乡村振兴 6、标杆

研学 7、大健康产业链 8、商业模式创新 9、医药金融战略 10、医药产业问题探索 11、康

养创新思维 12、大健康互联网时代，共计十二大课程模块

01 | 课程体系

21 世纪宏观经济与康养产业发展趋势

第一模块：宏观经济发展与大健康战略 第二模块：康养产业的基础模式

全球经济走向和宏观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转型与产业创新发展

国家大健康战略政策法规解读

国家战略助推康养产业的发展

康养产业发展趋势及最新政策

区域医养一体化产业运营模式

中国康养产业的基础模式研究

康养全产业链全程价值链体系

发展养与养老产业融合

康养特色小镇的顶层设计模式

第三模块：康养文旅综合体商业模式 第四模块：康养地产转型

田园康养综合体开发模式研究

森林康养模式引领的生态开发

长寿城镇村概念引领产业开发

夜经济是拉动康养消费的动能

文创主题式康养度假园区开发

康养产业是房地产转型突破口

大健康战略下的创新地产开发

新型城镇化下的康养地产转型

严控下的康养地产高质量发展

新形势下养老地产的系统开发



第五模块：乡村振兴战略 第六模块：标杆研学

乡村田园康养综合体开发模式

农旅康养民宿度假村开发模式

功能农业成为康养产业生力军

景观农业带动康养农旅的开发

田园文创和康养农庄产业开发

国内外康养产业标杆案例分享

康养实战项目管理与经验借鉴

实地考察康养产业的成功案例

康养操盘手现场解读成功经验

儒释道传统文化解析康养产业

第七模块：大健康产业链 第八模块：康养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

大健康产业与中医药融合

大健康产品产销为主体

医疗服务与大健康未来

大健康产业与养老产业发展

中医药健康与健康养老产业

康养策略性商业模式

康养产业运营性商业模式

康养投资运营、业态生态与产业孵化

康养产业规划、产业升级、文化挖掘、文创提

升、IP 导入等方面

第九模块：医药金融战略 第十模块：医药产业问题探索

医药行业的金融服务现状分析

金融支持康养跨越式发展

金融结合以及融资创新

金融机构介入医药行业的方式与比重分析

创新医疗和医养结合保障类金融产品服务形式

医药产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医药产业问题阐述

医药企业不断兼并和战略联盟

医药企业并购与产业整合

医药行业的发展进程与医药产业的对策

第十一模块：康养产业的创新思维 第十二模块：大健康产业互联网时代

打造养老企业的系统化思维

基于社区、社群运营服务体系

康养产业生态体系构建与运营

集团化的康养运营和风险管理

当前大健康产业趋势及创新模式

互联网与健康产业之间的结合

大健康产业企业品牌运营实战

康养产业互联网思维与营销转型

互联网金融、组织演变和商业模式重构

“互联网+大健康”的模式势必未来的发展



02 | 招生对象

相关产业负责人，康养产业、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养老机构、康护、酒店、特色康养小镇、

田园综合体相关投资商、开发商、大健康产业链主体负责人。

03 | 报名条件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及 3年以上高层管理经验，全国各行业董事长、总裁及总经理。

04 | 报名程序

1. 填写《北京大学康养产业暨特色产业运营高级研修班》报名表；

2. 学校对报名表进行审核，并向学员发出录取通知书；

3. 学员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3天内将学费汇至以下账户：

收款单位：北京大学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海淀西区支行

帐 号：0200004509089131151

4. 学员报到应持本人身份证件，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个人、单位简介各一份，近期免冠二

寸彩色照片 2张。

05 | 学习费用

人民币 59800 元（其中包含课程费、讲义制作费、结业证书费、管理费）

06 | 课程时间

学制：一年，每月授课两天，周末上课，（其中经典案例游学 4次）

07 | 开学时间：

08 | 上课地点：北京大学

09 | 学习证书

完成所有课程，颁发《北京大学康养产业暨特色产业运营高级研修班》结业证书，并成为北京

大学校友，凭结业证书优先参加研修班组织的联谊、论坛、讲座。



10 | 联系方式:

11 | 师资力量

师资有国家部委相关部门领导，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北大、清华等高校教授和国内外实

战派专家。

12 | 拟邀师资备选（所有师资排名顺序不分先后）

贺灿飞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市第 13 届政协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下设专业委员

会委员，教育部地理科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

持续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第 11 届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中国

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英国

区域研究学会（RSA）中国分会副理事长，RSA 研究委员会成员。

王志恒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青年千人”研究员、国家“优青”

获得者。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与保护生态学研究。

李双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

林 坚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中央政治局常

委集中授课及讲解，介绍“土地政策”

吴必虎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

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有城市与区域旅游规划、目的地管理与

营销以及更广泛的旅游与游憩研究等。

陈耀华 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理事，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韩茂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

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尤其擅

长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环境变迁，历史社会地理等。

冯长春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博导，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访问

学者，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鉴定中心主任。

李 忠 华高莱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最具独特见地的城市咨询专家，首规委专家组最年轻

成员，中国最早从事城市咨询的独立策划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5%9F%8E%E5%B8%82%E4%B8%8E%E7%8E%AF%E5%A2%83%E5%AD%A6%E9%99%A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9C%B0%E7%90%86%E5%AD%A6%E4%BC%9A/3119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7%8E%AF%E5%A2%83%E5%AD%A6%E9%99%A2/39805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4%B8%8E%E5%8C%BA%E5%9F%9F%E8%A7%84%E5%88%92/49604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5%A4%A7%E5%AD%A6%E4%B8%8D%E5%8A%A8%E4%BA%A7%E7%A0%94%E7%A9%B6%E9%89%B4%E5%AE%9A%E4%B8%AD%E5%BF%83/53137793


胡兆量 地理学家、地理学教育家，1949 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 年清华大学地学系撤

销，调整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专业，师从

孙敬之先生学习经济地理，同年转为教师，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6 年调回北京

大学，1972 年至 1982 年调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担任处长，1982 年底重新回

到北京大学执教至今。胡兆量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更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师长，堪称教

书育人的楷模，1998 年胡兆量先生被评为“十佳”教师，2001 年主讲的“中国经济

地理”课获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李 玲 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医改专家、健康中国 2030 规

划纲要核心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担任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

估专家组成员、国务院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评估专家组成员、世界银行中国医

疗卫生改革专家顾问、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府主导公共卫生医疗的学者之一。

孙东东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卫生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主任，司法精神病学专家，中国中央电视台业余主持人。

侯胜田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兼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健康产业与管理

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中医生态文化研究会健康旅游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林学会

森林疗养分会理事。

魏玉栋 历任农业部机关刊《农村工作通讯》（毛泽东主席题名）常务副主编、《农民文摘》

主编、传统村落保护中央督查组组长、农业部美丽乡村创建办公室主任等职，兼任世

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执行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国家中高级

干部培训课程授课专家。

屠长风 （国家智库）中国兰图智业研究院特聘专家和金融委副主任；中国创意研究院副院长；

绿维创景战略规划研究院院长。

刘峻杰 MPA 研究生，在中央、地方曾任处长、副部长、副专员（市长）、部长，高级经济师、

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全国促进中医服务大众委员会副主任、中医智库成员。

李定纲 主任医师，北京陆道培血液病医院执行院长，中国医疗保健促进会国际医疗旅游分会

执行副会长。

孙立彬 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著名伤寒大家陈慎吾学术传人，擅治外感、脾胃病、糖尿病、

皮肤病等。

蔡向红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医战略思维研究。蔡教授归纳出以病释方、以方

释经的中医经典执教脉络，以互动讨论和推演式教学法凡 20 余年。参与中医“四大

经典”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建设工作。参与编写专业著作 7部，主编中医专业科普类书

籍 20 余部。积极参加中医海外文化交流，其讲座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务院新闻办网

站等十余家媒体广泛报道，被称为“中医文化：在海外烙下中国印”。



王 剑 中医学硕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师从郝迎旭教授，国家级名老中医

张代钊再传弟子。临床中擅长综合运用方药、推拿、针灸、香薰等中医传统诊疗方法，

内外兼顾诊治常见内、妇、儿科疾病。在中药香薰疗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及失眠、焦

虑等精神系统疾病方面深有研究。

张 蕾 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康养分会会长，原国家林业局

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司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博士、

教授级高工，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专家。

刘巧玲 中国养老行业领导人及专家学者。著名生产力策划专家、文化创意及品牌与营销专家、

公共关系与社会活动家。现任中国保健协会机构养老分会会长、中国林学会森林疗养

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共关系学会学术委员、

欧洲养老产业联盟主席、国际大健康产业联盟主席、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市场学会文化创意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

孔令谦 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嫡孙；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孔医堂中医连锁医疗机构创

始人、董事长，北京伯华国医传承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

会常务理事；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医学人文分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师承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王心远 中医专家、养生学家，现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平心堂中医专家，

禅茶协会客座教授。王老师长期从事中医学临床医疗以及教学、研究工作，并为多所

大学、科研机构及大型企业讲授中医学与养生学课程。王心远先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

大学中医系，曾经师从多位老中医，特别是得清宫御医传承（第三代传人），在其多

年行医中，坚持运用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病证，取得了特殊的疗

效。

李良松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台湾中医药研究基地（国家级）主任、

首席专家，世界中医学会联合会中医药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师从中国中西结合事

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陈可冀教授。历获第三届中国青年

科技奖、首届中国百名杰出青年中医。先进事迹被中组部系统拍成中国优秀知识分子

专题电教片《寸草报春晖——拓荒曲》。

胡 晶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老年旅游委员会专家委主

任。

向 勇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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