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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关于岳阳市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
评审结果的公示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加强中小学生德育和校外教育载体建设，

积极推动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深入开展，根据岳阳市教育

体育局等 11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的

实施意见》（岳教体发〔2019〕6 号）要求，岳阳市教育体育局联

合岳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岳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通过“自主

申报，县市区推荐，资料复核，现场踏勘，集中陈述，集中评议”

等工作流程，对 64 家申报单位进行了评审，拟认定平江县红军营

景区（平江起义纪念馆）等 39 家单位为“岳阳市首批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见附件）。

现面向社会予以公示。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实名以书面形

式向岳阳市教育体育局反映，联系电话：0730-8805675，公示期：

2020 年 3 月 5 日-3 月 11 日。

附件：拟认定岳阳市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0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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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认定岳阳市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基地（营地）名称 所属单位或主管单位名称 种类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姓名

1
红军营景区

（平江起义纪念馆）
平江县欧亚鑫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平江起义纪念馆管理处 营地 平江县长寿镇塘口村红军营
平江县东兴大道 吴长征

2 洋沙湖国家湿地公园 湖南顺天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营地 湘阴县洋沙湖吴家渡口 苏 行

3 屈原惠众农庄 湖南惠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营地 屈原管理区河市镇 姚佳会

4 城陵矶新港区研学实践营地 湖南城陵矶新港区管理委员会 营地 云溪区云港路临港高新产业园 王文华

5 平江炊烟里研学营地 湖南炊烟里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营地 平江县安定镇安永村白鹭湖度假
区 唐 辉

6 花约四季研学实践营地 岳阳县花约四季旅游管理有限公司 营地 岳阳县柏祥镇荣家湾至公田18公
里处 孙捌生

7 张谷英民俗文化村 岳阳中雅文化有限公司 营地 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景区 许小平

8 桃淘屋研学旅行营地 岳阳箐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营地 岳阳县筻口镇大塘村和平片 刘佳雯

9 岳阳县黄秀农耕文化园 岳阳县黄秀农耕文化园 营地 岳阳县黄沙街镇黄秀村 黄建文

10 远大可建城 远大可建科技有限公司 营地 湘阴县远大可建城 赖玉萍

11 岳阳红色基因传承拓展营地 湖南战之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地 岳阳楼区郭镇乡建中村 刘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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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营地）名称 所属单位或主管单位名称 种类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姓

名

12 天岳幕阜山景区 湖南天岳幕阜山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 平江县南江镇天岳幕阜山景区 田共兵

13 何长工纪念馆 何长工纪念馆 基地 华容县华容大道东烈士陵园内 詹明义

14 左宗棠故居柳庄 湖南左公故里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 湘阴县樟树镇柳庄村 姚科辉

15 任弼时纪念馆 任弼时纪念馆 基地 汨罗市弼时镇 符国凡

16 屈子文化园 汨罗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运营分公司 基地 汨罗市屈子祠镇新义村 徐 智

17 岳阳楼－君山岛景区 岳阳楼景区管理委员会 基地 岳阳楼区洞庭北路 沈兰和

18 岳阳市博物馆 岳阳市博物馆 基地 岳阳楼区龙舟路13号 黄军认

19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基地 平江县城关镇三犢源 姜权辉

20 中共平江县委旧址 中共平江县委旧址管理处 基地 平江县三阳乡大西村 胡 军

21 欢乐果农场 平江县华星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 平江县加义镇杨林街村 缪 宏

22 平江县杜甫墓祠 平江县杜甫墓祠管理所 基地 平江县安定镇小田村天井湖 李保光

23 岳阳县博物馆
（麻布大山抗战文化园）

岳阳县博物馆
岳阳民泰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 岳阳县县城311大队院内

岳阳县麻塘镇东风乡 杨 坚

24 黄沙街茶叶示范场 岳阳县洞庭春纯天然茶叶有限公司 基地 岳阳县黄沙街镇居委会茶场区 吴 曙

25 福尔康棉文化博览园 湖南福尔康棉文化博览园有限公司 基地 华容县工业园光明西路1号 柳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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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地（营地）名称 所属单位或主管单位名称 种类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姓名

26 左宗棠文化园 湖南左公故里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 湘阴县八沙路与东湖路交涉处北 姚科辉

27 阳雀湖生态农庄 湖南省阳雀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基地 湘阴县樟树镇文谊新村 曾立宇

28 临湘6501景区 湖南三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 临湘市忠防镇 陈红万

29 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 基地 临湘市森林路1号 张 斌

30 十三村酱文化博览园 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 基地 临湘市羊楼司镇 黄小霞

31 汨罗市西长景区 汨罗市白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基地 汨罗市白水镇西长村 江 卫

32 长乐传统文化研学实践基地 湖南省迈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 汨罗市长乐镇长乐村八组 周迈辉

33 酷贝拉儿童职业体验城 岳阳童梦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基地 岳阳楼区青年中路理想城1栋355号 郑华华

34 君山蔬菜科技园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基地 君山区君建新村 卢寒冰

35 梦想加创客基地 湖南梦想加创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基地 经开区太阳桥亚华市场D2栋3楼 谭洪波

36 海立方海洋馆 岳阳海之梦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基地 岳阳大道金悦洋商业公园1栋4楼 杨 鑫

37 岳阳市森林生态博览园 岳阳市吉沁研学旅行有限公司 基地 经开区康王乡长石桥村 仇 彬

38 青葵园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岳阳青葵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基地 南湖新区龙山花卉植物园 曾 增

39 乐8小城 岳阳玉鑫游乐服务有限公司 基地 南湖新区求索西路恒大名都二楼 伍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