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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购联培训体系简介

中购联购物中心职业经理人专业培训ASM系列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职业经理人专业培训ASM系列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购物中心职业

经理人专业培训，始于2002年，汇集众多知名行业专家和资深讲师，帮助从业者全面

了解和掌握市场动向及专业技巧，提升各项执行技能。

目前，中购联ASM系列培训班享有良好的国际知名度，受到全行业的广泛认可与普遍

好评，已逐渐成为员工晋升的重要依据。

截至目前，培训班（含内训及公开课）已总计完成近150期/次（ASM系列已完成

100期），参与培训成员超8000名。



中购联培训体系简介

兼具国际化和本土化特征，
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培训体
系要求、强调实操和案例
讨论、注重解决问题专业思
路和方法等

培训特色

认证培训班：投资开发、规划
设计、运营管理、招商租赁

专题研修班：设计开发、物业
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分析、社
区购物中心、品牌开发拓展等

公开课&企
业内训

华联商厦、绿景、招商局地产、
山东银座、深国投、龙湖、京
基、益田、海岸城、国瑞地产、
恒隆、宝龙等众多著名开发商
和运营商中高层管理者

企业案例

2007年正式发布ASM/SASM以
及AOM、ADM、ALM、AMM
注册专业经理认证体系。

培训考核施行学分制，并设有
结业考试 

培训考核



中购联培训体系简介

注册购物中心运营经理人 AOM Accredited Operations Manager 注册购物中心开发经理人 ADM Accredited Development Manager

注册购物中心租赁行政经理人 ALM Accredited Leasing Manager 注册购物中心行销经理人 AMM Accredited Marketing Manager

商业地产管理岗位，运用商业地产
相关专业理论、具备商业管理知识
研究能力、定期运营优化和营销推
广，通过管理、培训和指导实现购
物中心价值提升

适用于：董事长、总经理、总监、
高级经理，购物中心总经理，开发、
投资、资产、物业、财务经理等

购物中心和零售地产开发岗位，具
备资本市场研究能力、精通融资和
财务技能、拥有购物中心开发专业
技术为开发商与投资商获取利润，
降低开发风险、提高购物中心回报

适用于：购物中心总经理，开发、
投资、资产、物业、财务、租务经
理，房地产估价师等

购物中心租赁和招商岗位，运用资
本市场会计学理论、具备租赁招商
专业技巧、有能力进行实施与评估，
通过租务招商业务降低空置率，增
进销售额提升购物中心价值

适用于：租务经理、招商经理、财
务经理、物业经理、营销经理等

购物中心行销岗位，运用市场会计
学相关理论、具备消费研究和营销
技术、掌握年度预算与计划编制，
通过行销推广业务，增加购物中心
客流量和购物中心商户销售额

适用于：营销经理、租务经理、招
商经理、财务经理、物业经理等



• 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的要求，制定专门培训课程

• 用最新最专业的专业思维授课

• 企业中高层管理或刚入职员工为主要培训对象，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灵活设置

• 专业课程、小班授课、答疑解惑

• 行业内集国际化本土化一身、具有多年实操经验且曾担任企业高层的管理者

• 项目操作经验丰富、行业知名度高

• 职业技能培训、分享往期问题解决方案、对企业现存问题诊断给解决建议

• 结合项目进行深度考察和交流，取长补短

企业量身定制

教学方式灵活

资深讲师云集

现场解惑互动

中购联培训体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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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行业内黄金人士资源
与行业内黄金人士共同学习、切磋分享经验

最领先的专业组合学习模式
专业课程  答疑解惑  小班授课

最先进的专业授课思维
根据行业热点、发展重点调整授课内容

最权威的实战专家教学
国际兼本土化、经验丰富资深讲师团

高度参与性与互动性
小班教学互动性强、现场讲解分析实际案例

现场实战分析深度思考
结合项目与一线实战专业操盘手讲师相互取长补短

为企业节省培训费用
让企业人才每年接受最前沿的专业知识组合更新

最领先的教学技术资源
借助亚洲购物中心协会的聚合功能导入最领先的教学技术

特色项目考察
城市标杆项目考察，负责人带队分享运营创新精髓



中购联培训体系简介——20项企业定制课题大纲

一、城市综合体商业运营概述

二、商业地产项目规划及定位  

三、购物中心的招商  

四、购物中心全面开业筹备  

五、分散产权商业的售后管理  

六、购物中心开业后运营调整  

七、购物中心的运营管理与经营分析    

八、购物中心的营销企划管理 

九、新零售与新营销  

十、购物中心运营优化提升 

十一、国内商业项目的经营现状

十二、跨界型商业经营项目的特点  

十三、商业项目突破招商的4大核心

十四、商业项目突破运营4大核心策略  

 十五、品牌营销竞争优势系统讲座  

十六、零售连锁经营管理系统讲座

十七、人资管理绩效提升系统讲座  

十八、高阶管理经营分析里系统讲座 

十九、00后消费群体带来实体商业虚拟化

发展趋势  

二十、社交型购物中心的消费场景思维    



中购联金牌讲师团(部分)



6月28日 北京 4月29日 线上 7月3-4日 成都 8月28-29日 深圳

中购联往期特色培训案例(部分)

12月2-6日 北京

3月29-31日 深圳 5月19-21日 成都 6月4-6日 上海 9月13-15日 上海 10月23-25日 北京

2021中购联购物中心运营优化
与调改策略专题研修班（99期）

2021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营销
经理人SAMM专业培训（98期）

2021中购联社区型购物中心精
细化运营与新媒体营销专题研修

班

2021年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招
商租赁经理人SALM专业培训

2021中购联社区商业定位招商
与运营管控专题研修班

2020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总经
理ASM综合研修班

2020中购联疫后购物中心新营
销与再招商专题研修班

2020中购联购物中心运营策略
改善与新媒体“微营销”专题研

修班

2020中购联企业内训：建立购
物中心直播标准化流程（华联商

厦）

2019中购联企业内训：走进北
京首都机场



中购联往期特色培训案例——公开课



中购联往期特色培训案例——企业内训

山东银座内训案例

北京华联内训案例

企业内训案例：
恒隆地产、银座集团、协信集团、绿地商业、坚基集团、华联集团、
卓越集团、沈阳华锐、内蒙古众正置业、宝钢地产、上海东建中孚
等企业。

卓越内训案例

北京华联内训案例



中购联往期特色培训案例——国内标杆项目游学考察



中购联往期特色培训案例——国际标杆项目考察

伦敦Westfield购物中心 新加坡樟宜机场JEWEL 英国十大购物街之摄政街 伯明翰斗牛场购物中心

伦敦国王十字中心 英国英格兰利物浦一号 伦敦西区考文特花园 英国Kent蓝水购物中心

代官山蔦屋书店 日本复合式商业六本木之丘 日本难波公园 菲律宾SM Mall of Asia

法兰克福Myzeil商业中心

Skyline Plaza购物中心

新加坡交易所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

总经理ASM综合研

修班（第100期）

中购联2022年培训课程计划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招商租

赁经理人SALM专业培训

中购联移动互联网时代

新媒体营销实战研修班

购物中心会员管理及

数字化营销实战营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运营

经理人SAOM专业培训

中购联注册购物中心总

经理ASM综合研修班

中购联社区购物中心招

商租赁与运营创新策略

专题研修班

培训课程均可企业冠名
合作、协办等形式参加



中购联2022年度培训学习卡
学习卡权益内容                                                            （普卡49800元/张） 银卡（88000元/张） 金卡（128000元/张） 钻石卡（168000元/张） 至尊卡（228000元/张）

专业培训

职业经理人
系列

ASM培训班（AOM、ADM、ALM、AMM） 5500元/人 全年免费名额3个 全年免费名额5个 全年免费名额6个 全年免费名额8个 全年免费名额8个

高级综合研修班（高级ASM总经理班等）16500元/人 全年免费名额1个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全年免费名额3个 全年免费名额3个

专题研修班
购物中心招商与品牌拓展、调改与优化创新、新媒体营销、财务决策与

投资收益等  5500元/人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全年免费名额5个 全年免费名额6个 全年免费名额4个

定制企业内
训

根据企业需求定制课程，商业地产综合类课程精选推荐，提供一线实操
专家面对面授课辅导  4-6万元/人/天

95折/次，一次性订购3次以
上（含）9折优惠

9折/次，一次性订购3次以上
（含）9折优惠

85折/次，一次性订购3次以上
（含）8折优惠

8折/次 含一次/天企业内训，中购联推荐
讲师

行业大会

查阅商家数
据库

在线查看中购联泛商网所有商户数据包含各个区域联系人、联系方式、
选址要求、物业要求…… √（有效期内） √（有效期内） √（有效期内） √（有效期内） √（有效期内）

面对面洽谈
合作

中购联“零售渠道论坛暨中国商业地产招商合作会”

全年免费名额1个(包含用餐）

全年免费名额2个(包含用餐）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包含用餐） 全年免费名额5个

（包含用餐）

全年免费名额3个
（包含用餐）

中购联"中国购物中心国际论坛年会" 全年免费名额1个(包含用餐）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包含用餐）

全年免费名额3个
（包含用餐）

中购联区域峰会沙龙论坛活动 全年免费名额2个 全年免费名额3个 全年免费名额3个 全年免费名额4个 全年免费名额4个

增值服务

网站会员 赠送会员 企业可免费注册成为中购联泛商网网站会员，浏览网站信息并发布资讯 X

√（五选一） √（五选二，不可重复） √（五选三，不可重复）

√（有效期内）

名人专访 高层领导 中购联针对企业高层领导采访一次并发布在中购联官方媒体渠道 X √（有效期内，2次）

视频直播
行业首家视
频直播平台

中购联提供一次视频直播机会可用于项目开业、招商发布会、周年庆等
活动，差旅费另算

X √（有效期内）

专业报告

行业杂志
《中国购物中心》具有国际性，专业性，指导性，交流性的行业专业杂

志，双月刊。
X 参加者免费赠送4套

考察交流
中购联提供企业2个标杆项目考察学习交流的机会，项目方高层接待并

作详细介绍
X √（有效期内）

（以上增值服务以实际举办情况而定）

期限顺延至
下一年

基本权益类 12个月 12个月 18个月 18个月 18个月

购买学习卡企业  联系人：闫颖 15101186966   邮箱;mcms@mallchina.net                                                                                                                              

 （备注：微信单次广告95折优惠；一次性订购3条享受九折优惠；一次性订购5条/战略/协办单位享受八折优惠）



联系人：闫  颖
手   机：15101186966  
邮   箱：mcms@mallchina.net    
地   址：北京市大兴区大族广场荣华南路与荣京东街交汇处
             大族广场T3栋1202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