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旅游管理学院研究生招生简介 

 

一、 旅游管理学院院标 

 

二、 学院简介 

旅游管理学院是东北地区首家创办本科层次旅游管理专业、

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和酒店管理专业的办学单位，现有研究生、

本科生二个办学层次。截至目前，学院共获评国家级、省级专业

建设质量工程 6 项。 

近年来，学院和美国、韩国开展了本科学生相互交流培养项

目，2013 年学院与英国奥斯特大学签订 “3+1+1”、“4+1”本硕

连读合作办学协议。2014 年学院与希尔顿全球合作开办“希尔

顿班”。学院不断拓展学生的跨国就业渠道，与美国、新加坡等

国的企业合作搭建了就业平台。学院学生在专业竞赛中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近三年，200 人次先后在 “全国大学生旅游创业·策

划大赛”、“全国大学生红色旅游线路设计大赛” 、“全国大学生

茶艺技能大赛”、“ 辽宁省大学生导游大赛”、“辽宁省大学生市

场调查与分析大赛”、“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及“辽宁省

‘挑战杯’创业大赛”等各级别竞赛中获奖。 

三、 学科专业特色 

旅游管理专业是国家级“高等教育特色专业建设点”、是辽



宁省“省级本科教学示范专业”、“省级优势特色专业”、“省级向

应用型转型试点专业”、“省级向应用型转变示范专业”，并在 2015

年辽宁省旅游管理本科高校专业综合评价中获评第一名，入选

2019 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 

2000 年获批旅游管理硕士学位授权，自此，旅游管理学院

具备了从本科到硕士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旅游管理硕士学位

授权点经过长期的发展，特别是近 5 年，无论在学科梯队、学术

研究、研究生培养、硬件条件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

自己的学科特色。导师队伍中有 1 人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

程”千人层次人选、5 人入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近 5 年来主持或

参加省级以上科研项目 33 项，主持横向项目 8 项，其他项目 17

项，共计科研总经费 500 余万元；发表中文核心以上期刊论文

20 余篇。 

四、 招生专业目录 

共三个专业： 

040102 课程与教学论 学制 3 年； 

120203 旅游管理     学制 3 年； 

125400  Δ旅游管理  学制包含 3 年和 2 年两类。  

五、 导师简介 

  毛金凤（1964.5－），女，汉族，

浙江余姚人，1991年 3 月毕业于吉林

大学，获经济学硕士，现任沈阳师范

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三级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理事、辽

宁省旅游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省旅游服



务业校企联盟秘书长。 

主讲课程： 

近年来，每年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两门课程：旅游市场营

销、旅游教育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 

主要研究领域及成果： 

自 1991 年在高校从教，一直致力于旅游企业管理、旅游

教育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近 10 年来，主持、参与省级以上课

题 20 余项，其中，《辽宁省工业走廊深层次发展研究》是辽

宁省社科联重点项目，《基于胜任能力提升的校企互动嵌入式

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旅游管理专业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建设为依托》是辽宁省教育厅的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校企联

盟的辽宁旅游双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是辽宁省十三五教课

规划项目；在当代教育科学、商业时代等期刊上公开发表学

术论文 20 余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旅游管理

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1 部，主编、参编《旅游政策

与法规》、《旅游业营销》等教材 10 余部。荣获辽宁省本科教

学名师、沈阳市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老师、沈

阳师范大学“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等荣誉称号。 

王慧，辽宁葫芦岛人，辽宁大学经济学

博士后，教授，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

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库

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



专家，中国旅游教育分会乡村旅游培训专家，辽宁省社科基

金评审专家，沈阳市科技局科技评审专家，沈阳市旅游决策

咨询专家，《资源科学》审稿专家等。 

1989 年进入高校任教，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管理相关教学

与科研工作，主讲《旅游企业战略管理》、《经济学理论与方

法》、《中外旅游教育比较研究》、《旅游产业经济理论》等研

究生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管理，研究领域包括旅游企业

战略管理、国有旅游景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旅游产业经济、

乡村旅游、工业遗产旅游利用等。迄今为止，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辽宁省社科基金、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等各类

课题 20 余项，参与科技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

日国际合作项目等课题 10 余项；在 CSSCI、北大核心期刊及

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在国家一级出版社等公开出

版学术专著 6 部，其中,独著 3 部，合著 3 部；主编专业教材

2 部；获得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等

科研奖励 7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3 项、

优秀奖 2 项。 

同时，多次参与辽宁省文化旅游厅、辽宁省质量监督局、

沈阳市政府、沈阳市旅游局、沈阳市政协等政府部门的决策

咨询、评审、专题讲座及调研活动，以及主持辽宁省社科联

《辽海讲坛》学术讲座等，为社会实践服务。 



隋鑫，男，1977 年生人，管理学

博士，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主管本科教学管理

工作。2000、2003 和 2006 年，分别

获得辽宁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自 2003 年起执教于沈师旅游管理学院，先后主讲企业管理概

论、旅游学概论、人力资源管理、会展管理等相关旅游类本

科生课程和管理学理论与实践、服务管理等研究生课程。近

年来主编教材 2 部，参编教材 5 部，主持和参与了辽宁省“十

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多项省级和校级教学改革课题，所

主持的旅游管理类重点课程建设项目验收成果为优秀。 

在科学研究方面，多年来一直从事企业创新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旅游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研究，并为多

家企业提供企业诊断和管理咨询等服务。近年来在《经济管

理》、《经济问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等国家级核心期刊

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主持了辽宁省社科

规划基金、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辽宁省社科联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等 20余项省级科研课题及 4项沈阳市科技计划

项目，累计获批各类项目经费 70 余万元。承担了辽宁省旅游

局辽东生态旅游资源调研项目、北镇四星级旅游景区评定、

铁岭西丰县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等项目决策咨询和论证。为辽

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进行服务管理相关业务培训。此外，



还为沈阳市科技局进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咨询，为沈阳市政

协进行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咨询等工作。 

近年来，其研究成果获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辽

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 4 项，沈阳市社科优秀学术成果奖 3

项。所撰写的学术专著《企业自主创新体系构建策略》获辽

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三等奖，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一

等奖和沈阳市社科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学术论文“模糊综合

评价技术在展会评估中应用研究”获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首

届优秀成果二等奖。 

隋鑫教授现为辽宁省教学指导委员会旅游管理类教职委

委员，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员，中国物流学会会员，国家

二级物流师，辽宁省和沈阳市旅游局景区星级评定专家，沈

阳市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专家。 

  吴宝宏，男，汉族，1968 年 2

月生，辽宁海城人。沈阳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旅游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教育学

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博士

毕业。 

从事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专业教学科研 20 年，研究方向

为旅游课程与教学论、酒店管理等。主编、参编各级专业教

材 7 部，主持省级、校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



文 20 余篇。 

当前教授研究生课程为《旅游课程与教学问题研究》；教

授本科生课程主要有《客房服务》、《中餐服务》《饭店管理概

论》、《餐饮服务与管理》等。 

指导学生荣获省级科研竞赛二等奖一项、省级大创项目

一项、校级科研竞赛一等奖一项。 

许东，副教授，博士后。主要

研究方向为：旅游生态学、旅游规

划与开发。主持或重点参与省部级

课题多项，以及《山西左权县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内蒙古恩格贝生态示范区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新疆温宿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新疆伊犁州旅游总

体规划》、《蚌埠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沈阳棋盘山国际旅

游度假区总体规划》、《沈阳怪坡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等数十项旅游规划，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刘兴双（1967-），男，博士（后），

副教授，致力于旅游规划与开发、

旅游评价、森林文化等领域的教学

与科研。主持、参加辽宁省社科规

划项目、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10 余项，代表项目有“辽宁省森

林文化价值体系构建及其旅游开发研究”（辽宁省社科规划基

金项目）、“游客感知视角的乡村文化遗产活化与乡愁构建研



究”（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专业认同视阈本科生学习

倦怠与教学干预研究”（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

等；参加辽宁、河北、内蒙古等省（区）旅游规划项目 10 余

项；在《现代城市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出版著作

《新农村建设视阈下乡村旅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1 部。 

刘丽华（1975.2－），女，汉族，

辽宁台安人，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

理学院副教授，旅游管理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博士。 

教育經歷 

1993/09–1997/06，就读于齐齐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 

1997/09–2000/06，就读于辽宁大学，获硕士学位； 

2000/09–2003/06，就读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 

2016/12，台湾国立嘉义大学行销与观光管理学系访问学

者。 

主要研究領域 

2003 年从教于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以来，主要开

展旅游文化、遗产保护及旅游开发、休闲学领域的教学与科

研工作。 

主要學術及实践成果 

  2003 年从教于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以来，在经济



地理、城市发展研究、现代城市研究等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

论文 40 余篇，编撰《中国旅游文化》、《辽宁导游词选编》、《东

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工业遗产结构性保护路

径——理论与实践探讨》教材著作 4 部，主持辽宁省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各级

旅游科研课题 16 项，获得科研经费 20 万元，参加国家社科、

国家自科、国家民委、辽宁省社科等纵向、横向课题 30 余项，

荣获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 3 项，主讲

辽宁省级资源共享课 1 门，主持辽宁省大学开放课程、辽宁

省跨校修读课程 1 门，荣获辽宁省旅游局颁发的辽宁省导游

员培训教师资格证书、导游资格考试考评人员资格证书，荣

获辽宁省旅游资源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专家、沈阳市旅游局

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沈阳师范大学“三育人”先进个人、沈阳

师范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 

  陈献勇，男 ，辽宁大学经济学

博士，副教授。主要是以经济学方法

研究旅游和会展现象。研究方向一直

坚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的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指导学生的选题如医疗旅游、温泉旅

游、会展旅游、节事旅游等；在旅游教育方面，主要是关注

旅游教育平台的建设、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课程建设和改

革等，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一个是旅游教育信心化，一



个是教育旅游课程改革。曾主持过省市级关于旅游产业融合

协同发展的课题；先后主持承担省级课题多项；主持承担教

育部重大课题子课题：《新技术革命与中国教育未来》和《民

族地区以教育信息化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和途径》。 

对学生的要求和寄语：一个人的成功多是靠自己的努力

和坚持，希望大家珍惜硕士时光，在读研期间一定要熟练掌

握一种理论，例如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或者产权理论、产

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或者是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等；另外

就是一定要熟练掌握现代论文写作所要求的定量研究方法，

基于统计学基础的研究工具，例如 eviews 等，这些才是安身

立命之本和成长的基石。 

于荀（1971.1－），女，汉族，辽宁

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

授，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

大学博士。 

教育及工作经历 

1988/09–1992/06，就读于天津商业大学，获经济学学士

学位； 

1992/09–1997/07，在辽宁凤凰饭店工作，先后就职于客

房部，旅游部和营销部； 

1997/07 至今，在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工作； 

2003/07，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4/09-2005/09,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访问学

者； 

2013/12，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領域 

1997 年从教于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以来，主要开

展导游学、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酒店经营管理等领域的

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学术及实践成果 

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20 篇，主持及参与省级以上课题 15

项。荣获辽宁省旅游局颁发的辽宁省导游员培训教师资格证

书、导游资格考试（英语）考评人员资格证书，获得沈阳师

范大学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指导老师等荣誉称号。

拥有中级导游资格证书（英语），经济师证书。指导学生参加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国家级 1 项，国家级导游大赛二等奖 1

项，辽宁省导游大赛一等奖 2 项。 

何军（1975.4－），男，

汉族，辽宁灯塔人，沈阳师

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

师，辽宁大学博士。 

教育經歷 

1994/09–1998/07，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获学士学位； 



1998/09–2001/07，就读于辽宁大学，获硕士学位； 

2006/09–2013/07，就读于辽宁大学，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領域 

2001 年从教于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以来，主要开

展旅游经济、遗产保护及旅游开发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要學術及实践成果 

2001 年从教于沈阳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以来，在城市

发展研究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编撰《东北地区

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教材著作 2 部，主持辽宁省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各级旅游科研课题 5

项，获得科研经费 7 万元，参加国家社科、辽宁省社科等纵

向、横向课题 20余项，获辽宁省旅游局颁发的辽宁省导游员

培训教师资格证书、导游资格考试考评人员资格证书。 

 

六、 有代表性的项目、成果、获奖及突出的基地、中心等 

（一）代表性项目 

1. 韩福文 东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研究 国家社

科基金 

2.王慧 优质旅游有效供给能力的形成机理、评价体系与提

升路径研究  

3.范晓君 工业遗产公共休闲空间的地方情感共创及其作用

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 

4.隋鑫 鹿茸有效营养成分萃取及其保健价值开发技术攻关



沈阳市科技攻关项目 

5.刘丽华 辽宁城市老工业区改造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

发展研究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 

6.许东 辽宁省旅游资源调查、评价及潜力评估 辽 宁 港

湾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二）代表性成果和获奖 

1.毛金凤 If the SOHO mode Could Be "Copied" 

Succeessfully in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Euro-Asia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CSR:Tourism,Society and Education Session 

20150829  

2.许东 Land-use/land cover changes and their driving 

forces around wetlands in Shangri-La County, Yunnan 

Province,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logy 201503 

3.刘丽华 我国东北地区近代工业遗产的基本特征及其文化

解读－基于文物保护单位视角的分析 经济地理 201601  

4.毛金凤 旅游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中 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11 

5. 王 慧 中国农村工业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研究 辽 宁 大

学出版社 201403  

6.隋鑫 企业创新活力研究基于沈阳的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1610  

7.刘丽华 中国旅游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07 

8.刘兴双 辽宁东部山区旅游资源的挖掘、旅游品牌的培育

及旅游营销问题研究 省级社科科学研究成果奖 二等奖 



9. 王慧 我国农村工业遗产旅游价值的多层次灰色综合评

价 省级社科科学研究成果奖 二等奖     

10.刘丽华 城市工业遗产社区保护的路径依赖及路径创新

研究 省级社科科学研究成果奖 二等奖   

（三）旅游管理教学实验中心 

旅游管理学院拥有辽宁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过十几

年的不断建设，目前旅游管理教学实验中心共建有 16个实验室，

占地面积 1614平方米，包括酒吧模拟实验室、会展模拟实验室、

旅游规划平台中心、旅游信息管理平台实践操作实验室、模拟

客房实验室、模拟前台实验室、中西餐摆台实验室、模拟厨房

实验室等室，这为实现培养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目前

旅游管理学院已经建立了 30余家战略合作的实习基地来打造旅

游管理的实践教学的平台。 

七、 其他 

旅游管理学科近年来一直聚焦于旅游理论研究，侧重于研

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致力于为社会提供旅游规划设计咨询服

务。在立足辽宁省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大量开展旅游规划、旅

游策划、旅游咨询以及旅游培训等实践工作的同时，中心科研

人员积极开展旅游学术研究，取得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

好效果，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科研特色和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