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名称：“新零售” 商业空间英国研修课程
课程时间： 2017
出发城市：北京
学

费：39800 元

证

书：《中赫时尚国际研修证书》

《英国零售行业专家联名研修证书》

费用包含：
1. 北京到伦敦往返机票（统一集合出发）
2. 英国签证办理费用
3. 英方课程活动邀请函
4. 课程及行程期间的英国连锁商业酒店住宿
5. 统一行程专属大巴服务及专业司机
6. 每日酒店早餐
7. 全程专业翻译及翻译器材
8. 中方专业讲师讲解及服务
9. 英国行业专家培训费
10. 行程中所涉及到的专业展会及场所门票
11. 英国企业方交流费用
12. 境外旅行保险

费用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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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所在城市往返于北京的交通及住宿费用；
2、 出入境的行李海关课税，行李的托运费、管理费等；
3、 英国学习期间每日的午、晚餐；
4、 其他一切可能发生的因个人需求或原因所产生的费用
特别提示：如因赴英签证拒签或因个人原因临时取消行程，中赫时尚将根据实际情况办理退
团手续，因退团所产生的费用损失需由报名者个人承担。可能产生的退团费用包含：机票退
票费、签证费及服务费、旅行保险费，酒店预订费、英国旅行中已经产生的并不可办理订的
参观考察费及活动费、参团服务费，具体金额以确定取消当日的实际价格为准

零售行业创业人员 / 零售店主 / 品牌陈列经理 / 商业空间设计师 / 视觉陈列设计师/
道具设计公司 / 展览展示设计公司 /创意活动策划公司 / 买手品牌经营者 / 生活方式店
经营者 / 行业爱好者

日期

课程行程内容

5.6

前往英国伦敦，抵达后由团队专属巴士统一接机，入住伦敦酒店做时差调整

周六
5.7

时装精必去，资深伦敦控才知道的 FASHION 圣地

周日

零售专家“潮”叔，带你深入大神级买手店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考察英国新锐艺术的发祥地 Shoreditch，集合了各样潮流文化，小众范，文艺青
年的聚集地，在这里找到各种各样富有创意的零售空间，你有机会能够从一系列的
本地售卖的新锐设计，古董家具和 Vintage 时装，珠宝首饰，工艺品及家居用品
中选择，寻找你的创意
跟 随 英 国 时 尚 营 销 专 家 Shaun Armstrong 实 地 探 访 Redchurch Street,
Hackney High Street 两大时尚街区，走进知名生活方式买手店与主理人探讨交
流从业心得。在 Spitalfields Market, Brick Lane market 伦敦最潮的创意市集
中发现更多的时尚创意店铺，寻找商业
灵感，跨界融合方式
注：Shaun Armstrong 先生拥有 30 年的时尚零售行业的 VM 设计及管理经验，
关注品牌的长期发展，在时尚行业独具创意，是英国视觉陈列营销市场中具备相当
影响力的领导者，有着极高的发言权
服务品牌包括

Jean Paul Gaultier · Patrick Cox · Emporio Armani · The

Watch G2

allery · Oilily · Cashmere Studio · Loewe · Trussardi · Gina Shoes ·
Liberty
of London · Alfred Dunhill · Estee Lauder · Christian Dior
5.8

英国行业内最成熟、最具备影响力的盛会，让你领先国内行业不止一步

周一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行业资深专家分享讲座（B&Q 百安居，著名百货 John Lewis， River Island，
TOPSHOP， Thomas Pink 等）
Retail Design Expo 2017 欧洲顶尖零售设计与营销展，被誉为英国行业内最成
熟、影响力最大、规模最高的行业盛会，在英国时尚营销专家 Shaun Armstrong
的带领下现场与众多欧洲顶级时尚营销专家交流，获取最新时尚零售与营销资讯理
念，参与一线品牌、知名连锁品牌、家居类品牌等现场论坛活动，零距离获得欧洲
领先时尚供应商资源渠道，最前沿的零售创新技术，最优化的零售系统整合工具，
让你的品牌最大化的领先于国内行业整体水平

5.9

时尚风向标企业参访，深入研修学习，掌握全球最快速有效的营销模式

周二

揭秘世界标杆级百货营运奥秘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TOPSHOP 视觉营销总监, SFD
走进全英国最受欢迎“高街品牌”，被誉为“让你成为真正的时尚女王，把全球的
‘最’时尚带回你的家”的 TOPSHOP，走进 TOPSHOP 伦敦总部，视觉营销总
监带你真正深入集团内部，从办公环境到工作间，从库房到店铺，获得英国最成功
快消品牌的运营奥秘，感受如何运用“小叛逆”的百变时尚营销模式将时尚概念深
入人心
前往英国著名的设计与道具开发一体化 SFD 公司总部，主理人节目全球项目管理
流程以及与知名企业合作渠道拓展奥妙感
世界著名商业地标--塞尔福里奇百货，全世界视觉营销从业者的朝拜圣地，一个世
纪以来它见证了英式品味与消费主义的历史演变，被视为时尚风向标，英国时尚营
销专家 Shaun Armstrong 现场讲解最新一季百货 VM 设计趋势与方法

5.10

多元的创意业态感官体验；TOP 视觉营销设计公司

周三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T2, Shaun Armstrong, Proportion
探访英式创意精品茶品牌，原来陈列可以这样做！惊人的库存量如何漂亮并有序的
陈列展示，店铺负责人亲身示范与讲解店铺形象维护法则。倾听好评如潮的店铺背
后的品牌故事
深入欧洲知名 VM 设计公司/道具器材供应商 Proportion 品牌展厅，设计负责人
讲解最新的产品设计趋势以及道具开发流行趋势，了解最新艺术化视觉营销材料及
造型，掌握整体开发流程，获取一手道具供应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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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创新型零售空间商业模式探寻

周四

品味最道地的英式时尚与优雅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Luna（CA4LA London）
参访创新型零售空间，品牌主理人分享创业经验以及跨界合作成功案例，知名生活
馆以及多品牌集合店营运模式学习，全方位立体化掌握创新商业融合模式
Shaun Armstrong 带领同学深度调研英国伦敦核心商业街区摄政街&邦德街，探
访多品类品牌旗舰店，从视觉营销到商业零售形态逐一细致分析，了解新一代消费
者需求，体验不同的零售环境；带你走进伦敦最有名的精品百货 Liberty 以及最具
英国皇室特点的 Fortnum&Ma-son 女王百货，带你奢华游走于想象力与实用性
之间，品味英式经典与优雅，掌握品牌的传承与时代发展，让品牌化的概念深入人
心

5.12

欣赏世界艺术大作，探访世界最负盛名的百货

周五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时尚、亲民、有趣、多元，是 V&A 博物馆的标签，
让博物馆经济更加落地到年轻人更关注的地方：时尚、设计、当代艺术，在不同领
域中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资源，包括建筑，时尚，摄影，戏剧与表演，家具，纺织
品，珠宝首饰等等
Shaun Armstrong 老师与你一同分享 Harrods 以及 Harvey Nichols 视觉营
销的艺术性以及商业性，带你领略 HIGH FASHION 以及新晋设计师的创意，分析
核心商区的品牌架构体系以及品牌管理

5.13

走进艺术殿堂，感悟商业艺术化与多元化

周六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前往英国现代艺术的圣殿 Tate 现代艺术馆参观，品味世界顶级的现代艺术，零距
离欣赏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英国著名艺术家 DAVID HOCKNEY 的特别展览，同
时体验 Tate Modern 创新科技化的服务，感悟艺术创新的商业环境，与此同时英
国时尚营销专家 Shaun Armstrong 将告诉大家，如何像英国设计师一样获取创
意灵感，最大化的将商业艺术化，让艺术商业化

5.14

英国不容错过的 Bicester 购物村

周日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永远无法终止的话题就是“买买买”，专车接送前往伦敦最大奥特莱斯 Bicester 购
物村，穿梭于 100 个奢侈品专卖店，连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伊丽莎白·赫莉等，
也经常到这里购物；在你享受刷卡的同时，行业专业分享最具有代表性品牌的店铺
设计以及产品架构，学习购物两不误

5.15

视觉化经济体验下的文创产业主题式商业管理

周一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走进游览哈利·波特电影工厂，零距离参观哈利·波特电影主题工厂，由英国时尚
营销专家 Shaun Armstrong 详细讲解舞台装置美术跨界视觉营销陈列设计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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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可能，最切身体验视觉经济下的从文创产业最佳商业案例是如何运作，视觉化营
销引领消费市场，感悟文创 IP 产业“洗脑式”营销魅力
5.16

漫步于伦敦的传统与经典

周二

体验高格调英式下午茶
当日英国资深导师：Shaun Armstrong
Shaun 老师带领前往英国设计师最常去的伦敦著名场所地点，以设计师视角体会
伦敦独享的“美”，带领大家品味纯正英式下午茶，为整个行程画上完美的 ENDING

5.17
周三

返程回国。结束愉快的英国商业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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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家时尚培训产业上市机构（证券代码：870377）
中赫时尚全球同步体验式时尚职业培训机构
网址：www.cohim.com
电话：4006 345 90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电通创意广场 5 号楼 C 区中赫时尚

7

邮编：1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