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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赴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交通参考路线

北 京 站：乘坐地铁 2 号线至“宣武门”换乘地铁 4 号线（往天宫院

方向），到“黄村火车站”，从 C口（东南口）出站。

北京西站：乘坐地铁7号线至菜市口换乘地铁4号线（往天宫院方向），

到“黄村火车站”，从 C 口（东南口）出站。

北京南站：乘坐 4号线（往天宫院方向），到“黄村火车站”，从 C口

（东南口）出站。

北京北站：乘坐 4号线（往天宫院方向），到“黄村火车站”，从 C口

（东南口）出站。

首都机场：①乘坐机场快轨至“东直门”换乘地铁 2 号线，至“宣武

门”换乘地铁 4 号线（往天宫院方向），到“黄村火车站”，

从 C口（东南口）出站。

②或乘坐机场巴士到北京南站转乘 4号线（往天宫院方

向），到“黄村火车站”，从 C 口（东南口）出站。

从四号线地铁“黄村火车站”C 口（东南口）出站后，沿

林校北路向东 300 米，见十字路口红绿灯右转向南直行

200 米，见红绿灯左转 100 米即到学院南门（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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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员名额分配表

序号 省 份 省级文化馆 副省级文化馆

1 北京市 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2 天津市 天津市群众艺术馆

3 河北省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

4 山西省 山西省文化馆

5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群众艺术馆

6 辽宁省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
沈阳市群众艺术馆

大连市群众艺术馆

7 吉林省 吉林省文化馆 长春市群众艺术馆

8 黑龙江 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

哈尔滨市群众艺术馆

哈尔滨市朝鲜民族艺
术馆

9 上海市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10 江苏省 江苏省文化馆 南京市群众艺术馆

11 浙江省 浙江省文化馆
杭州市文化馆

宁波市文化馆

12 安徽省 安徽省文化馆

13 福建省 福建省艺术馆 厦门市文化馆

14 江西省 江西省群众文化馆

15 山东省 山东省文化馆
济南市文化馆

青岛市群众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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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 份 省级文化馆 副省级文化馆

16 河南省 河南省群众艺术馆

17 湖北省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 武汉市群众艺术馆

18 湖南省 湖南省文化馆

19 广东省 广东省文化馆
广州市文化馆

深圳市群众艺术馆

20 广西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群众艺术

馆

21 海南省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

22 重庆市 重庆市群众艺术馆

23 四川省 四川省文化馆 成都市文化馆

24 贵州省 贵州省文化馆

25 云南省 云南省文化馆

26 西藏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群众艺术馆

27 陕西省 陕西省艺术馆 西安市群众艺术馆

28 甘肃省 甘肃省文化馆

29 青海省 青海省文化馆

30 宁夏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馆

31 新疆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馆

32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群众艺

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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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全国文化馆培训工作研修班报名表

单位(盖章) ：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单 位

职 务

手 机

办公电话

办公传真

邮 箱

备 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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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提交各单位 2018 年培训工作计划、与
协会合作办训合作意向书的说明

为落实文化部有关改革任务，摸清文化馆行业人员队伍

的培训情况，发掘各省文化馆举办的地方特色培训班，通过

联合办训的方式重点推广，请各省级、副省级文化馆填写

2018 年培训工作计划，对有意向与中国文化馆协会（简称

“协会”）开展合作的培训班填写合作意向（详见表二），

并进一步沟通。具体说明如下：

一、2018 年培训工作计划

（一）纳入《2018 年培训工作计划》（详见表一）的培

训班次，是指由省级、副省级文化馆主办或承办的，覆盖辖

区、辐射周边地区，以及面向全国各级文化馆（站）的管理

人员、业务骨干的，有关理论研究、师资能力、应用技能等

方面的培训班。（如有详细方案，可附后）

（二）培训类型中的“文化馆改革任务”，是指针对文

化部对文化馆行业改革任务的“县级文化馆总分馆制”、“法

人治理结构”、“文化馆标准化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中心

建设”等专题培训。

二、2018 年培训合作意向

为配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文化部实施的文化馆领

域重点改革任务，协会围绕“乡村振兴”、“县级文化馆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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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制”、“法人治理结构”、“文化馆标准化建设”、“基层综合

性文化中心建设”5 个专题培训班，由协会在聘请师资、协

调异地办训、课程设置、结业证书等方面予以支持。合作举

办培训班将遵照文化部和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本着“培养

人才，推动发展，互惠互利”原则，由各文化馆负责落实培

训内容，具体组织实施。

（一）策划组织，包括三类：一是，各文化馆计划内（有

经费预算）的培训班；二是，在各单位计划内培训的基础上，

拟扩大覆盖范围，增加生员人数的；三是，与协会共同策划，

全数招生的培训班。

（三）通知报名：由协会主办的培训班，通过协会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承办文化馆单位的各种渠道发布通

知消息，由承办文化馆单位接洽；通过协会培训服务管理系

统完成招生、满意度调查。

（三）费用管理：培训班的投入和费用收取本着合作双

方互利原则共同商定。一是，在各文化馆培训计划基础上（预

算以外）增加生员的及全数招生的培训班，由各单位以部分

补贴、全额收费方式向学员收取费用，与协会经济互利；二

是，由协会收取费用，为培训班提供师资等有关费用的补贴。

（四）如合作思路和模式有其他建议的，可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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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2018 年培训工作计划

填表单位：
序

号
类 型 培训班名称 培训内容 覆盖范围 培训对象 人 数 收费类型

1

□文化馆改革任务

□乡村振兴

□创作理论培训

□数字化培训

□艺术技能培训

□其他:

1.

2.

3.

4.

……

□本省

□跨省

□全国

职级/专业

□免费

□出资补贴

□免费+收费

□全额收费

2

3

4

5

6

7

8

9

10

（邮箱：zgwhgxh@126.com 联系人：孟祥也 电话：010-88003038 131062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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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2018 年培训合作意向书

意向合作单位（文化馆盖章）：

培训班名称

培训类型
□文化馆改革任务 □乡村振兴 □创作理论培训
□数字化培训 □艺术技能培训 □其他:

培训时间 2018 年 月 培训对象

覆盖范围 □辖区 □跨省 □全国

预期人数 计划内 人数（已落实经费），合作招生 人

培训天数 天（含报到离会，其中住宿 晚）

课程安排

1.

2.

3.

4.

……

费用估算

培训班已落实经费 万元

合作招收生员人均成本 元（食宿、资料、考察等）

预计报名费每人 元

主/承办方式

□协会与地方文化行政部门联合主办，省级（副省）级文

化馆承办

□协会与省级（副省）文化馆联合承办

□其他：

通知印制

□中国文化馆协会通知文件

□省级（副省）文化馆通知文件（文化馆协会盖章 □是

□否）

□其他：

经 费

□省级（副省）文化馆全部出资

□省级（副省）文化馆收取合作生员费用（与协会经济互

利）

□协会收取合作生员报名费，补贴师资（课时、交通、住

宿）等费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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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

□中国文化馆协会结业证书

□省级（副省）文化馆结业证书（文化馆协会盖章 □是

□否）

□其他：

其 他

1.以协会主办、颁发协会结业证书的班次，须使用协会的

培训系统进行学员报名、满意度调查等；

2.合作培训的授课老师课件、讲座视频录相，协会享有使

用、编辑、传播等权利。

3.其他合作建议或未尽事宜：

填表人： 部门： 联系电话：

注：每个意向合作班次填写一张表格，扫描件和 word 版发至邮箱，

原件带至培训班报到时提交（邮箱：zgwhgxh@126.com 联系人：孟

祥也 电话：010-88003038 131062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