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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
演艺管理人才培训班招生简章

指导单位：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主办：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上海）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成员支持单位：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音乐节、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俄罗斯索契冬季国际

艺术节

一、简介：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盟（以下简称“丝盟”）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在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期间成

立。目前联盟已有来自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5 位成员机构。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古老的贸易网络，几百年来对东西方

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促进不同艺术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创造更多的联系、机会，增进相互了解。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作为丝盟的主要发起单位，将

借助自身平台优势，在丝盟成员单位和国内演艺机构之间搭

建一个演艺项目讨论、合作、交易以及演艺人才培训、交流

的平台。

当前，演艺项目制作人、经理人是演艺行业项目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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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但专业人才和知识储备的缺失成为了演艺项目运营的

难题。基于招纳创新型、多元化的演艺人才入库，促进国际

演艺机构之间的联动的需要，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发起

创建“丝盟演艺人才库”，为演艺人才提供一个国际交流合

作的平台，加强各领域优秀人才的联结。

二、培训班课程：

培训班将在各丝盟成员机构所在地举办，第一期国内培

训班将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20 日在上海举办，为期五天；

国际培训班课程将组织学员赴 1-2 个丝盟成员国进行访问、

交流、学习。学员在完成国内或国际培训班课程并通过考核

后，可获得由多国丝盟机构共同签署的《丝绸之路国际艺术

节联盟演艺管理人才培训班结业证书》，并加入丝盟演艺人

才库。

国内培训班课程：

通过培训班课程，使学员基本了解演艺项目运营的系统

运作流程与相应的知识基础，学习演艺项目运营各环节的实

际操作模式，分享讨论优秀的演艺项目运营案例与实践经

验，从而理解演艺项目运营的战略策划与模式制定，提升学

员的专业素养。基于实际体验的重要性，课程将安排实地考

察上海地标性剧场的运营、管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讲解，

增强学员的体验感。此外，课程还包含一场演出观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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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培训班课程：

通过带领培训班前往 1-2 个丝盟成员国，参与当地的节

庆、论坛、演讲等活动，与国际演艺行业接轨，实地了解、

学习国外知名演艺项目制作人、经理人的项目运营理念等。

此外，课程将安排学员在当地观摩演出，实地考察国外剧院、

剧场的运营模式和演出活动等。

二、第一期国内培训班课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导师

11.16

周一

上午

签到、开班仪式

主题课程 1 文化政策与文化新业态

——重启繁荣之道

花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

员；

上海国际文化学会副会长

1.1 演艺相关文化政策深度解读

1.2 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模式

下午
主题课程 2 演艺市场逆袭从改变思维开

始

林宏鸣

上海大歌剧院运营筹备组组长；

文化和旅游部文华大奖终评评委；

巴黎索邦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

晚上 培训班欢迎会

11.17

周二
上午

主题课程 3 与观众“玩”在一起

曹彦

陕西大剧院/西安音乐厅 西安交响乐团 总经理

3.1 持续策划优质内容打造剧院核心竞

争力

3.2 新媒体时代下的演出营销

3.3 公益是一门好生意

3.4 与观众玩在一起，与年轻人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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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G 直播技术下艺术机构的机会

下午

主题课程 4 对话：线上与线下艺术节的

策划与制作

4.1 线下艺术节

吴孝明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长

古根·塔那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总经理

叶西穆·古瑞·奥亚玛克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副总经理

乔·西迪克

亚洲文化推广联盟主席

4.2 线上艺术节

吴孝明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长

康斯坦丁·基里亚克

罗马尼亚锡比乌国际戏剧节主席

11.18

周三

上午

主题课程 5 中国演艺节目如何更好“走

出去”？ 大卫·拜尔

ISPA 国际演艺协会 CEO5.1 国际演艺市场概况

5.2 国内演艺节目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下午 实地考察

晚上 观摩演出活动

11.19

周四

上午

主题课程 6 法律实务沙龙

华诚律师事务所6.1 演艺项目合同相关法律讲解

6.2 演艺行业版权保护相关法律介绍

下午

主题课程 7 项目品牌策划与传播

徐香

澎湃新闻常务副总裁

7.1 项目品牌策划的作用

7.2 大数据时代下的消费者，需要怎样的

品牌

7.3 如何做好大数据时代的品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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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课程 8 精准定位的数字营销

尹婷

腾讯大申网副总裁

8.1 文旅产业信息化的趋势

8.2 大数据与文旅行业

8.3 数字营销战略的制定与执行

11.20

周五
上午

主题课程 9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

海）保税政策解读

任义彪

上海东方汇文国际文化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长

培训班考核、培训成果交流总结

结业仪式、颁发结业证书

三、招生对象：

面向全国各演艺行业从业人员，如演艺项目制作人、经理人、

剧院管理人员，文化产业管理人员；文化产业管理和艺术管

理专业学生。

（注：根据新冠肺炎疫情，主办方有权不接收来自高、中风险地区学员。学员需

按照上海市相关防疫要求，出示随申码，并配合相关防疫工作。）

四、第一期国内培训班课程相关信息：

1. 培训周期：5 天

2. 培训时间：11 月 16 日-20 日

3. 培训地点：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

4. 培训方式：演艺项目运营管理理论知识；经典案例分享/

从事演艺项目执行的制作人、经理人演讲；互动启发式教

学；小组讨论；实地考察；观摩演出活动

5. 培训特色：针对演艺项目运营管理的多个方面提供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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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建议；提供实际案例作为参考；有经验者分享实

战经验；培训课程知识点丰富且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提供

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的先进理念。

五、报名时间：9 月 7 日-11 月 10 日

六、第一期国内培训班课程收费标准：

1．费用包含：

1) 住宿：11/15-11/20 五晚住宿；

（学员住宿统一安排两人一间标准间，如申请单人间，需支付 1000 元差额。）

2) 餐食：11/16 日-19 日早餐、午餐、晚餐及 11/20 日早餐、

午餐餐食。

2．学员福利：

1) 免费观摩一场指定演出；

2) 次年参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可享全额 8 折

优惠，包含参会费、广告费等项目；

3) 前十位报名学员可获赠一本 2019 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七十年追梦，新时代艺术”论坛文集。

日期 10月 15 日前（含 10 月 15 日） 10 月 15 日后

国内培训班课程（含食宿） 6800 元/人 9800 元/人

国内培训班课程（不含食宿） 4800 元/人 7800 元/人



7

七、报名方式：

1. 您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并完成付款，我们

将会于 48 小时内联系您，请您耐心等待。

2. 您可以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官网（www.artsbird.com）

下载培训班报名表，填写完成后将报名表发送至邮箱

（fair@spafchina.com）报名。（如您是通过支付宝付款，

请在邮件中附上付款截图，谢谢配合）

3. 您可以拨打培训班联系电话(021-62720481)进行报名。

八、付款方式：

1. 您可以通过支付宝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付款，付款后请将

付款成功页面截图留作凭证，收到您的报名表与付款后，我

们将通过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您，谢谢您的配合！

支付流程：长按下图保存图片→打开支付宝 APP→选择“扫一

扫”→点击右下方“相册”→选择保存的图片→输入您的支付

金额并备注您的真实姓名→确认付款

注：付款时请备注您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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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可以通过汇款方式支付报名费用，汇款信息：

户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人民广场支行

账号：1001 2058 0902 6401 456

（注：学员需自行承担汇款时发生的相关手续费用。凡 10 月 15 日前取消报名，

将退款 50%，所需相关手续费用将另行提前扣除；凡 10 月 31 日后取消报名，将

不予退款。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参与国内培训班课程，将全额退还报名费用。）

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如需了解更多培训班信息及报名手续，

敬请垂询，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

联系人：花佳杰

手机：13818918747

电话：021-62720481

邮箱：fair@spafchina.com

网址：www.artsbird.com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2020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