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合主办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 

邀请函 

尊敬的＿＿＿＿＿＿＿＿＿：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由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 

育专业委员会和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联合主办，由广西艺术学院承办。 

本届论坛时间：2012年 4 月 20日至 22日 

本届论坛主题：数字媒体时代的广告教育 

分专题： 

1、应对数字媒体变化的广告课程体系改革 

2、媒体整合趋势下的广告教育变革 

3、数字媒体时代下的广告人才培养实践教学 

4、广告教育如何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论坛将集中探讨数字媒体发展对传统广告业带来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广告教育的变 

革问题。论坛主办方建议参与论坛研讨的会员单位及各高校广告专业总结交流各自在广告教 

育以及为地方服务方面的经验和案例，如在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精品课程及教 

材、实践教学体系、国际化教育、师资培养、校企合作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并对数字媒体时 

代下广告教育的走向提出可借鉴的建议。论坛欢迎与会者提供高水平论文、调研报告、实证 

资料和案例分析。 

此外，本届论坛还将对  2006 年—2011 年的优秀广告论文进行颁奖（论文评比已经另行 

进行）。 

鉴于贵校在广告教育领域的成就和您在学界及业界的影响，诚挚邀请您与会指导。论坛 

会务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 600 元/人，非会员单位 800 元/人， 

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 

论坛报到时间：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00—22:00 

论坛报到地点：广西艺术学院斜对面南宁艾美酒店大堂（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 4-1 号）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承办方 

广西艺术学院 

2012年 2 月 22日



特别提示 

1、如有论文提交请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前将论文、报告电子档发进论坛电子邮箱： 

（nnadef@126.com），邮件名以“提交人+论文名”的形式。 

提交格式： 

一、 标识： 请在首页右上角注明“2012 中国广告教育论坛论文”，宋体五号。 

二、论文标题： 宋体四号，加黑，居中。 

三、作者姓名： 宋体小四号，居中。 

四、内容提要： 300 字左右，楷体五号。 

五、关键词： 不超过 5个，黑体五号。 

六、正文： 不超过 15000 字，宋体五号；注释统一使用脚注，宋体小五号。 

七、参考文献： 楷体五号。 

八、作者单位、职称、联络办法： 黑体小五号。 

九、页码： 居中。 

十、纸幅： A4 纸。 

2、与会代表请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前将会议回执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回论坛秘书处，以 

便预定会议住房。在此之后难以保证会议住房的留存，请代表自行办理住房手续。 

论坛秘书处邮箱：nnadef@126.com 

论坛秘书处电话：0771-5332573 传真：0771-5316361 

论坛住宿酒店：南宁艾美酒店 

酒店地址：南宁市青秀区教育路 4-1 号，位于广西艺术学院大门斜对面。 

住宿费用：标准单人房 268 元/天，标准双人房 268 元/天。住宿费均由住宿者本人 

直接与酒店结算。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参会回执 

参会单位 

代表姓名 性别 职务或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参会论文（报告）题目 

是否入住会议推荐酒店 ：南宁市艾美酒店 □ 是 □ 否 

预计入住日期：2012 年 4月 日，离店日期：2012 年 4月 日 

预定房型：□ 标准单人房 □ 标准双人房（□ 是□ 否与其他会议代表合住）特别要求： 

是否参加论坛考察： □ 是 □ 否 选择线路： □ 桂林 □ 德天、通灵 □ 越南 

请您务必于 3 月 30 日前发回回执，如有信息变动请再次发送回执



3、论坛考察安排：（暂定，根据参与考察人数确定） 

时间：2012 年 4 月 22 日下午—4月 25 日 
（1）中越跨国德天瀑布、通灵峡谷二日考察 约 550 元/人 

（2）南宁—越南下龙湾—河内—南宁四日考察(持护照出境) 约 1100 元/人 
（3）桂林、阳朔三日考察 约 950 元/人 

考察费用自理（以上为参考价格，会有调动），路线需根据实际情况和报名人数确定 
4、论坛秘书处：南宁市教育路 7号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办公楼 2楼 

电话：0771-5332573 传真：0771-5316361 
邮箱：nnadef@126.com 

联系人电话：王华琳 13878188330 周景秋 13367819599 

申雪凤（秘书）13307869978 丁 洁（秘书） 13978666521 

5、交通提示： 

出发点 到达点 路 线 备注 

南宁吴圩机场 艾美酒店 乘坐机场大巴到银河大酒店下车，往火车站方向步行 180米左右在迎宾饭 

店门口乘坐 33 路公交车到古城星湖路口下车往教育路方向步行 300 米左 

右至艾美酒店。从银河大酒店乘坐的士直达艾美酒店大约20元。 

南宁火车站 艾美酒店 从火车站出步行至马路对面迎宾饭店门口乘坐 33 路公交车到古城星湖路 

口下车往教育路方向步行 300 米左右至艾美酒店。从银河大酒店乘坐的士 

直达艾美酒店大约 20元。 

点击网址查看详细路线 http://j.map.baidu.com/LxQid



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联合主办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组委会 

第四届中国广告教育论坛 

会议议程（初定） 

时间 内容 地点 

9:00-22:00 会议报到（全天），办理入住手续（大广赛 

组委会委员需在 17：30 之前报到） 

南宁艾美酒店 

12:00-13:30 午餐（会务组安排） 南宁柜语餐厅 

18:00-19:30 招待晚宴 待定 

4 月 20 日 

（周五） 

20:00-21:30 大广赛组委会负责人会议 南宁艾美酒店 

7:30-8:30 早餐 南宁艾美酒店 

8:30- 出发至广西艺术学院（步行 5分钟） 南宁艾美酒店 

9:00-10:00 论坛开幕式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0:00-10:30 合影、茶歇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0:30-12:00 论坛主题发言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2:00-13:30 午餐 待定 

14:30-16:10 论坛主题发言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6:10-16:30 茶歇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6:30-18:00 论坛主题发言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8:00-20:00 招待晚宴 待定 

4 月 21 日 

（周六） 

20:20- 欢迎晚会 广西艺术学院 

7:30-8:30 早餐 南宁艾美酒店 

8:30-10:30 分组研讨 南宁艾美酒店 

11:00-12:00 闭幕式、优秀论文颁奖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厅 

12:30-13:30 午餐 待定 

4 月 22 日 

（周日） 

13:30- 办理退房、分组广西考察（4月 22-25 日） 

会议报到时将提供详细议程，以报到提供议程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