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国际培训班

主题：地质公园管理与地质遗迹解说系统
时间：2017 年 12 月 3 日-8 日

地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大国际会议中心
房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支持：世界地质公园网络(GG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雅加达办事处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
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
希腊爱琴大学
承办：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房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协办：希腊爱琴大学
协调人：张建平 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Nikolaos Zouros 教授，希腊爱琴大学
野外领队：高建波，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主任
联系人: 王璐琳，邮箱: lindakitten@qq.com，电话 +86-13381167320
邢立达，邮箱: xinglida@gmail.com，电话:+86-13910733464

培训班介绍
2016 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国际培训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国际
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许多地质公园的管理与建设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该培训班正在成为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
质公园重要的能力建设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办公室和世
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
房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共同举办的第三届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国际培训班将于 2017 年 12 月 3 日-8 日在北京
举行。
针对当前中国和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现
状，本培训班旨在使地质公园管理者了解世界地质公园的理念、标
准、申报与评估以及地质公园的新进展，特别关注地质公园的地质
遗迹解说系统建设。培训班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
事会成员、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成员及优秀世界地质公园与其
它机构专家担任讲课专家。根据安排，培训班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培训（2 天）。
对

象：地质公园主管、地质公园申报单位和技术支撑单位

主要内容：地质公园理念和管理、IGGP 章程及世界地质公园操作指
南、GGN 道德准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申报评估和
再评估
地

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大国际会议中心

注册费： 1000 元人民币（150 美元）
第二部分：地质公园博物馆和游客中心、地质遗迹解说系统（3
天）。
对

象：地质公园管理者与技术人员

主要内容：地质公园博物馆和游客中心的建设的理念和管理、地质
遗迹解说系统的方法、成功实例、野外考察观摩
地点：房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
注册费： 2000 元人民币（300 美元）

说明：除指定的地质公园外，培训班组委会邀请参加培训班的
各地质公园准备相应的发言材料，介绍本地质公园在申报、建设和
管理等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博物馆、游客中心和标识系统的设计、
开发和建设方面的经验，或提出在此方面面临的困难和实际问题，
培训班专家将进行现场点评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授课团队
协调人:
1. 张建平教授，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成员，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2. Nikolaos Zouros 教授，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主席、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成员，希腊爱琴大学
讲课专家:
1. 金小赤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成员、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副主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2. Ibrahim Komoo 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
和世界地质公网络副主席、马来西亚 Kebangsaan 大学；
3. Kristin Rangnes 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
成员、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成员（司库）、挪威赫阿地质
公园主管、挪威奥斯陆大学；
4. Mahito Watanabe 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
会成员、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成员、日本地质调查局；
5. Marie-Luise Frey 博士，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成员、德国
梅塞尔坑化石世界遗产地主管；
6. 郑元先生，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国家地质公园网络协调人；
7. 田明中教授，地质公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8. 武法东教授，地质公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9. 杨家明博士，地质公园专家、中国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主管；
10. Ilias Valiakos 博士，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希腊 Lesvos 木化
石森林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希腊 Lesvo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

培 训 日 程
地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7 年 12 月 3 日，星期日
注册
09:00-18:00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执行局会议
18:30-20:00 欢迎晚宴

2017 年 12 月 4 日，星期一
主持人：金小赤、Kristin Rangnes
8.30-9:30 开班仪式—致辞
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网络中心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区域办事处代表
北京市房山区政府代表
王鸿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
主 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国际合作
09:30-10: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结构、活动、合作伙伴和沟通工具（Nikolaos Zouros）
10:15-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15 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和地质遗迹保
育（Ibrahim Komoo）
11:15-11:30 提问与讨论
11:30-12:15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和区域地质公园网络：运作和活动
（Kristin Rangnes）
12 :15-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13:30-14:15 中国地质公园网络: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
园发展现状与遴选办法（郑元）
14:15-14:30 提问与讨论

14:30-15:15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工作小组—结构、操作、地质公园旅
游活动（Marie-Luise Frey）
15:15-15:30 提问与讨论
15:30-16:1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合作协议: 框架、活动
和结果，中国延庆和希腊莱斯沃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
公园合作协议的经验（Ilias Valiakos）
16:15-16:30 提问与讨论
16:30-17:00 茶歇
17:00-18:3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指南和地质公园概念与
标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成员和世界地质公园网
络执行局成员 小组座谈
18:30-20:00 晚餐

2017 年 12 月 5 日，星期二
主 题：地质公园理念和管理
主持人：Ibrahim Komoo、田明中
08.30-09.15 地质公园中的地学研究（金小赤）
09:15-09:30 提问与讨论
09.30-10.15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和日常推广活动的资金筹措（Kristin
Rangnes）
10:15-10:30 提问与讨论
10.30-11.15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挑战（张建平）
11:15-11:30 提问与讨论
11.30-12.15 日本地质公园的管理系统和社区参与（Mahito Watanabe）
12:15-12:30 提问与讨论
12:30-13:30 午餐
13:30-16:0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申报评估和再评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成员和世界地质公园网
络执行局成员 小组座谈

16:00-16:30 茶歇
16:30-18:00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的运作和操作指南, GGN 道德准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理事会成员和世界地质公园网
络执行局成员 小组座谈
18:00-19:00 晚餐
19:00 前往房山

2017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
主 题：地质公园博物馆和游客中心
主持人：Marie-Luise Frey、杨家明
8:00-8:30 早餐
8:30-9:30 地质公园博物馆： 管理和操作（Nickolas Zouros）
9:30-10:30 游客中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
地的作用（Marie-Luise Frey）
10:30-11:30 地质遗迹解说—以中国阿尔山、克什克腾、阿拉善沙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为例（田明中）
11:30-12:30 地质遗迹解说—以马来西亚兰卡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为例（Ibrahim Komoo）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如何设计和建设地质公园标识系统—以中国香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为例（杨家明）
14:30-15:30 地质遗迹解说设施和工具—以希腊莱斯沃斯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为例（Nickolas Zouros）
15:30-16:00 茶歇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30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1-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2- 自贡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3- 延庆世界地质公园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4
讨论
晚餐

2017 年 12 月 7 日，星期四
07:30-08:00 早餐
08:10-20:00 房山世界地质公园野外考察路线 1：地质公园博物馆，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博物馆，游客中心和地质遗迹点解说牌
（领队：田明中，高建波）

2017 年 12 月 8 日，星期五
主 题：地质遗迹解说案例研究
主持人：张建平、武法东
08:00-08:30 早餐
08:30-09:30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张建平）
09:30-10:30 地质遗迹解说—以中国敦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
公园为例（武法东）
10:30-11:00 茶歇
11:00-11:30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5
11:30-12:00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6
12:00-12:30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7
12:30-13:30 午餐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8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9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10
讨论

15:30-16:00 茶歇
16:00-16:30
16:30-17:00
17:00-18:30
18:30-19:30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11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解说案例分析 12
讨论和闭幕式
晚餐

培训课程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