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 园区三旧

更新、文旅、园区的企业家和高管的学习和社交平台。

1089位学员





垂直学员生态



“文商旅”内容学员矩阵

电竞 民宿 夜游 农业 樱花婚庆综合体

营地 康养 研学 室内高尔夫综合体酒吧街

文创萌宠乐园 文创市集 音乐节 剧本游

艺术装置 团建基地 轰趴馆 无动力亲子乐园

体育综合体



“空间运营”学员矩阵

公寓 酒店 轰趴馆 酒吧街 婚庆综合体

月子中心

菜市场 众创空间 孵化器 加速器 幼儿园

体育综合体 室内高尔夫综合体 仓储 联合办公 康养



“专业”学员矩阵

片策及实施方案投资测算基础数据摸查 拆迁赔偿方案

园区定位运营 不良资产招商策划前融 园区融资

土地问题

租赁纠纷 报规报建收并购 动线规划交易模式

消防 财税政府谈判 国土空间规划 物业管理



以租代售 使用权运作高手 商业裙楼产权切割销售高手政府立项高手

酒店民宿预招商高手 土地调规高手 文旅商业街运营高手

和高手一起成长
工改工销售高手 物流地产高手 园区改造成本管控高手

产业勾地高手 宗教地产高手 农业政策高手

教育产业运营高手 不良资产运作高手 主题乐园运营高手

历史文物建筑改造高手 混改高手 研学策划高手



学员分享







 张汉泉 陈光明 郭接宁 苏少珲 陈浩然 梁振运 陈建发 白放 李耿

信基集团 钧明集团 漫协文旅 迅世投资 广域集团 悠派振运集团 普乐美集团 博纳国际控股 景龙集团

董事长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胡国萍 邓盛远 余学聪 叶敬潮 谢健明 黄舰艇 戴卫红 林伟 凌代年

珠江人寿 港深投资 鸿泰集团 盛胜集团 甲展兴邦置业投资 您好控股集团 中创盈科 鹰牌集团 大凌实业股份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总裁 董事长

黄达昌 杨承翰 陈燕礼 叶鹏勇 黄国庆 冼文坚 邓英钿 钟丽贞 丁炜

千色花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市盛宏物业有限公司 恒兆建业投资集团 盈基投资 中资国际投资集团 康宁保健有限公司 万钧房地产开发 二二八企业管理 两山乡创产业发展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董事长 执行董事 董事长 董事长

许至荣 黄德仙 凌玉堂 陈莉萍 许伟彬 梁慧枝 马春欣 陈庆华 何宗儒

车天车地有限公司 广州十记果业有限公司 凌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德智创意园 众创五号空间 英皇卫浴集团 南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归谷科技园 天适集团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总裁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李庆 辜月 伍俊雄 杨杰 苏炯峰 林春明 吴赞 周芷莉 陈日倩

宗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微客公寓投资管理 深圳中创盈科投资 中南国际产业投资集团 子辉城建实业发展 玖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金域盛世物业管理 森龙控股集团 钜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执行董事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柴华 李卫东 王鹏 胡长明 李阳 刘俊杰 陈君鄂 陆永辉 杨间贤

清远万方华越科技 瓷公馆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 珠海乐轩书院文化投资 君阳集团 广东材料谷 广州销商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鼎辉房地产开发 广东鼎誉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执行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副董事长

郑汉森 王明洋 庄楠 蔡春旺 郑则坚 姚创龙 张伟海 向仕杰 肖建峰

融海物业租赁有限公司 道胜地产有限公司 方向决策投资咨询 佛山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新起典公司 创美药业 芬享家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瀚飞数字文旅产业投资 广东益民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 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创始人 董事长 董事长 CEO 董事长

汤浩 尹辉 梁湛春 刘允因 单文 郭中坤 雷立中 曾卫和 古浩龙

长荣控股集团 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春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金盛粤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星河地产集团 奥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奥龙堡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云山金谷孵化器 德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 常务副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李庆 辜月 伍俊雄 杨杰 苏炯峰 林春明 吴赞 周芷莉 陈日倩

宗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微客公寓投资管理 深圳中创盈科投资 中南国际产业投资集团 子辉城建实业发展 玖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金域盛世物业管理 森龙控股集团 钜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执行董事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柴华 李卫东 王鹏 胡长明 李阳 刘俊杰 陈君鄂 陆永辉 杨间贤

清远万方华越科技 瓷公馆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 珠海乐轩书院文化投资 君阳集团 广东材料谷 广州销商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鼎辉房地产开发 广东鼎誉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执行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副董事长

郑汉森 王明洋 庄楠 蔡春旺 郑则坚 姚创龙 张伟海 向仕杰 肖建峰

融海物业租赁有限公司 道胜地产有限公司 方向决策投资咨询 佛山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新起典公司 创美药业 芬享家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瀚飞数字文旅产业投资 广东益民投资集团

执行董事 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创始人 董事长 董事长 CEO 董事长

汤浩 尹辉 梁湛春 刘允因 单文 郭中坤 雷立中 曾卫和 古浩龙

长荣控股集团 运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春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金盛粤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星河地产集团 奥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奥龙堡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云山金谷孵化器 德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 常务副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张东霞 马纪刚 游高峰 赵珊珊 黎雁婵 陈秀雁 石子豪 赖志浪 杨俊亮

广州空港综合区投资运营 广东中巨产业园开发管理 佛山创意产业园 广州祥银置业有限公司 咏声文旅产业投资 盈香生态园 创鲜番石榴农业公园 广州市广超物业管理 广州宏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贺国强 曾健坤 卢伟豪 熊俊麟 何娇 林峰 张宏豪 谢松 吴秀青

中澜汇投资 广域集团 新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苏荷独立园区物业管理 中铁华南置业有限公司 广东正茂盛控股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旅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优智生活智能科技

董事长 项目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副总裁 副总裁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贺宏朝 王畅 欧志鹏 宋啸亮 石凤岩 周志成 何伟能 周伟东 万向阳

广东晨轲科技企业孵化器 易商集团 广东友邦厨房设备工程 广州海纳产业运营管理 岭南不良资产（广东） 广东荣天拍卖行 云湖电竞（广州）科技园 旭亚七客互联网科技 佛山市捷航房地产咨询

董事长 华南区副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范珺晰 林珣菁 苏志均 罗永强 叶良 陈将楚 梅艳华 余旭日 熊薇

广东万谷投资有限公司 长华投资集团 广州天河民间文艺家协会 广域集团 卓粤地产 广州凌峻旅游有限公司 白云产业投资集团 广州趣墅会 大丰汇创意园

创始人 副总裁 会长 副总裁 总经理 董事长 副总经理 创始人 总经理



李佳霖 吴春清 简荣锋 杨志异 张倩 杨阳 郭淼亿 郝雷 许达峰
奥飞硅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拉丁餐厅 惠创物业投资  泉州市创嵘地产开发 逸仙电商 美嘉旅游策划有限公司 横琴铂乐股权投资 诚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助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事长 执行董事 总经理 高管 董事长 创始合伙人 总经理 总经理

蔡岳 张竞立 马志文    徐涤生 吴盟 孙明霞 曹明毅 陆海峰 张家玮

乐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协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善达投资控股 晋丰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倍特生命科学教育 宝利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喜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惠创物业投资 德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首席运营官 执行董事 副总经理

陈映姗 胡海宝 李少习 林庆丰 刘丁聪 刘堃 欧阳咏智 陈宋弛 张素娟

乐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华坤建设集团 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智米科技园 华地投资 阳光保险集团 环宇房地产集团 何李活（深圳）音乐剧 永骏星际熊

董事长 执行董事/总经理 副总裁 董事长 董事长 总经理 总经理 总经理 董事长

蔡振岳 张海东 郭奕南 江显灿 刘志远 阮启尚 孟豪 刘基贤 翁辉

嗨空间物业 中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中科盛誉(广东)科技 广州京深实业有限公司 益云科技 广东山武实业有限公司 守门神科技集团 新基百奥生命科学产业园 中南高科产业集团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深圳产业招商总经理



吴增曙 张华基 郑勇强 陈李绿华 邓仲湛 高德民 何亮 陆清波 麦景生

彼木新文创集团 月晋房地产有限公司 华银企业集团  百达丰（广州） 东田投资 富晟泓（广东）实业 航诚物业投资 海川实业投资 汇熹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 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总经理 合伙人

郑少雄 张玲 蔡明辉    陈义国 陈煌 陈日铃 郭甲卿 刘崇孝 梁永流

美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诺亚方舟电子商务产业园 恒生东岳投资集团 番禺创新科技园 古港新地商业运营 万信达集团 共富金谷孵化器 广州协创科技有限公司 科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事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

李晓北 刘镓明 黄江铭 李文斌 童伟祥 谢建龙 杨清冬 夏军 柯春晓

朗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纳金高科有限公司 晋丰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初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琶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雅天妮集团有限公司 佛山创意园 广州松亿房地产 沙漠之城

董事 副董事长 执行董事 总经理 总经理 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副总经理 董事长 董事长

孔晶 廖东浩 吴凯妮 苏恩卫 谢伟添 徐杰 徐敏 曾辰 林兴荣

宏裕智汇创新科技 云启（广东）产业园 臻美东方酒店管理 立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爱树文旅投资 深圳市金丰智汇谷 深圳市金丰智汇谷 深圳市七星级科技 星维路连锁办公品牌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董事长 总经理 执行董事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创始人&CEO



应接不暇的
沙龙、交流、考察

































帮助同学解决项目困惑

组织懂行的同学小范围讨论

对接专家现场解答







会学也会玩



























三大原创系列论坛

园区诉苦大会
产业勾地技巧大会

产业务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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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章











视频号
抖音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