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３　 旅游服务类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１００
专业名称　 酒店服务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酒店服务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酒店、会议中心、度假村、招待所等住宿单位，从事前厅、客房、餐厅、

康乐等部门的服务工作与基层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较好的礼仪素养和沟通能力，遵守酒店行业行为规范；
２ 掌握酒店服务与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基本的礼仪知识、健康卫生知识、食品

营养知识和酒水知识；

３ 掌握酒店前厅、客房、餐饮、康乐等部门工作流程与服务规范；
４ 掌握与运用前厅接待、客房服务、餐饮服务、康乐服务与管理、茶艺服务的专项服务技能，

能完成住宿、餐饮、会议、娱乐、茶艺等服务项目的工作；

５ 能在前厅接待、客房服务、餐饮服务、康乐服务过程中处理常规问题及一般非常规问题；
６ 能用外语进行接待服务和业务沟通。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旅游概论、服务心理、前厅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康乐服务与管理、

会议服务、酒店文化、服务礼仪、沟通技巧、酒水知识、酒店专业英语等。

在校内进行前厅、客房、餐饮综合实训；在酒店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前厅服务与管理、客房服务与管理、餐饮服务与管理、康乐服务与管理

对应职业（岗位）

前厅服务员（４－０４－０１－０１）、客房服务员（４－０４－０１－０２）、餐厅服务员（４－０３－０５－０１）、康乐
服务员（４－０４－０３－０３）、调酒师（４－０３－０３－０１）、茶艺师（４－０３－０３－０２）、咖啡师（Ｘ４－０３－０３－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前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康乐服务员、调酒师、茶艺师、咖啡师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酒店管理

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２００
专业名称　 旅游服务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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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旅游服务与管理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旅行社、旅游景点、各类展馆等旅游企事业单位，从事旅行社外联、产

品策划、营销、前台、计调、导游、讲解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旅游行业职业道德，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安全意识及节能环保意识，遵守旅游行业
的政策法规；

２ 掌握旅游企事业单位基层服务与管理的基础知识，初步具有旅游服务、基层管理、营销的
能力；

３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４ 具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应变能力；
５ 了解旅游地理、民族民俗、宗教、历史、旅游心理学的基础知识；
６ 掌握旅行社销售、计调、文秘、票务、导游的工作流程与工作规范，并能胜任相应工作。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旅游地理、中国历史、旅游英语、导游业务、导游基础知识、中国民族民俗、旅行社业务和管

理、旅游政策与法规、旅游概论、旅游心理、礼节礼仪等。

在校内进行普通话口语训练、模拟导游实训；在旅游企事业单位进行顶岗实习。

专门（技能）方向

旅行社导游、旅行社计调、旅行社外联

对应职业（岗位）

导游（４－０４－０２－０１）、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４－０４－０２－０２）、展览讲解员（４－０４－０２－０３）、旅
行社计调＃、旅行社外联＃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导游、展览讲解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旅游管理、涉外旅游、导游、旅行社经营与管理

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３００
专业名称　 旅游外语
基本学制　 ３～４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涉外旅游服务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涉外酒店、国际旅行社，从事涉外旅游服务行业的接待、咨询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涉外旅游业的职业道德，具有责任心和良好的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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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掌握旅游基础知识，掌握涉外旅游工作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３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运用外语口语与外宾交流和沟通，能阅读和写作外语公函；
４ 能熟练使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获取信息、进行中外文录入及处理相关业务；
５ 具有涉及旅游业商务活动的基本礼仪常识和中西方文化素养；
６ 具有较强的公关能力和接待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基础外语、旅游外语、旅游外语听说、外语应用文写作训练、电子商务常识、涉外礼仪与公关、

涉外饭店管理、旅行社服务与管理、旅游政策与法规、旅游心理、客源国概况等。

在校内进行交际语言训练、礼仪训练、形体训练、模拟实习；在旅游企事业单位进行顶岗

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旅游英语、旅游日语、旅游韩语、旅游俄语

对应职业（岗位）

导游（４－０４－０２－０１）、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４－０４－０２－０２）、展览讲解员（４－０４－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导游、展览讲解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旅游英语、旅游日语、应用韩语、应用俄语

本科：旅游管理、英语、日语、韩语、俄语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４００
专业名称　 导游服务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导游服务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旅行社、风景区、展览馆、博物馆及相关企业，从事带团旅游、导游讲

解、旅游接待、场馆导引与解说及其他相关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旅游业的职业道德，具有热情、周到的服务意识；
２ 掌握旅游专业基础知识和与导游业务相关的政策法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建筑园林、

人文艺术、民族礼节、民间习俗、饮食物产等知识；

３ 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能熟练地使用普通话与游客沟通并进行导游讲解，能使用外
语同国外游客进行简单沟通与导游讲解；

４ 能熟练地进行游客食、住、行、游、娱、购等的具体事务办理和旅行社有关实务操作；
５ 能独立完成带团旅游任务，并能稳妥地协调、处理旅游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和事故；
６ 能独立完成一般性主题讲解任务。

６２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旅游概论、中国历史、宗教常识、艺术欣赏、普通话与口语交际、旅游外语、公关与礼仪、旅游

心理学基础、民族与民俗、旅游地理、旅游景观鉴赏、建筑与园林、餐饮与物产、旅游政策与法规、

导游词（解说词）编写与解说技巧、旅行社实务等。

在校内进行普通话口语表达训练、外语口语训练、形体与礼仪训练、景点导游和场馆讲解模

拟训练、模拟导游实训；在旅游企业进行导游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普通话导游、外语导游、方言导游

对应职业（岗位）

导游（４－０４－０２－０１）、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４－０４－０２－０２）、展览讲解员（４－０４－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导游、展览讲解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导游、涉外旅游

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５００
专业名称　 景区服务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从事景区服务与管理的工作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景区（景点）及相关企业，从事景区服务、景点导游、景区营销、景区

管理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旅游行业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安全意识以及节能环保等意识；
２ 掌握旅游、心理、管理、市场等基础知识，并能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３ 具有接待服务能力，能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客人服务；
４ 具有景区营销的基本能力，熟练使用基础的营销方法；
５ 具有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能力，理解能力，市场调研、分析、预测的基本能力；
６ 能进行良好的人际沟通、交流；
７ 能对旅游资源进行初步调查、评价。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旅游概论、景区服务与管理、景区导游、景区市场营销、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心理学基础、景观

欣赏与设计、建筑与园林、公关与礼仪、生态管理、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知识等。

在校内进行景点导游和场馆讲解模拟训练、普通话口语表达训练、外语口语训练、礼仪训练；

在校外进行景区服务综合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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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方向

景区导游、休闲旅游服务、工农业旅游服务

对应职业（岗位）

导游（４－０４－０２－０１）、公共游览场所服务员（４－０４－０２－０２）、展览讲解员（４－０４－０２－０３）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导游、展览讲解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景区开发与管理

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６００
专业名称　 会展服务与管理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会议和展览服务与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各类展馆、会展公司、会展型酒店等企事业单位，从事会展服务、策

划、设计、营销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遵守会展行业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节能环保意识；
２ 掌握会展的基础知识、流程和礼仪，能从事招商、招展工作，掌握会展的营销技巧；
３ 掌握与会展相关的法律、物流、商务谈判、计算机多媒体和各类文案书写的知识；
４ 能进行会展接待与服务、会展布置、会展策划和展台设计；
５ 能为企业选择展会提供咨询，处理参展相关事务；
６ 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和英语口头表达能力。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会展概论、会展英语、会展营销、会议策划服务与管理、展览策划与管理、会展接待服务、客户

管理、会展政策与法规、会展多媒体应用、会展财务管理、沟通技巧与商务谈判、会展项目管理、会

展场馆管理、会展实务、会展文案、商务礼仪与公关等。

在校内外进行各类展会的见习、会展酒店实习、会展场馆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会展营销与策划、会展设计

对应职业（岗位）

会展策划师（Ｘ２－０２－３４－１３）、会展设计师（Ｘ２－１０－０７－２２）、陈列展览设计人员☆（２－１０－０７
－０７）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会展策划师（四级）、会展设计师（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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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会展策划与管理

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７００
专业名称　 中餐烹饪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餐烹饪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酒店、餐馆、酒楼等餐饮企业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餐厅，从事中式烹调、

中式面点制作及厨房、餐厅的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诚信自律、宾客至上、精益求精的烹饪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具有食品安全意识；
２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遵守餐饮、旅游业相关法规；
３ 能进行烹饪原料鉴别、初加工和切配；
４ 能进行常见的冷菜制作、摆拼和简单的食品雕刻；
５ 能制作常见的菜肴、中餐主食、小吃和点心；
６ 能应用基本的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初步进行菜肴创新与开发；
７ 能进行厨房生产成本核算和厨房管理；
８ 能应用工艺美术知识，设计简单的宴席；
９ 能对烹饪设备进行操作及简单维护。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烹饪概论、烹饪原料知识、烹饪原料加工技术、中餐烹调技术、冷菜制作与食品雕刻、面点制

作技术、家常菜制作、食品营养与卫生、餐饮成本核算、餐饮管理、菜单与宴会设计、饮食心理、中

国烹饪文化等。

在校内进行刀工、常用烹调方法、常见面团、冷菜拼摆、食品雕刻等基本技能训练，宴席设计

及成本核算训练；在餐饮企业进行岗位见习和顶岗实习。

专业（技能）方向

中餐烹调、中式面点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中式烹调师（４－０３－０１－０１）、中式面点师（４－０３－０１－０２）、营养配餐员（４－０３－０４－０１）、厨政
管理师☆（Ｘ４－０３－９９－０１）、调味品品评师☆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营养配餐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烹饪工艺与营养

本科：旅游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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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代码　 １３０８００
专业名称　 西餐烹饪
基本学制　 ３年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西餐烹饪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高星级酒店、西餐厅、咖啡厅等餐饮企业，从事西餐厨房热菜烹饪、冷

菜制作、西式点心制作及西式厨房管理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诚信自律、宾客至上、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具有食品安全意识；
２ 具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与节能等意识，严格遵守操作规程，遵守餐饮、旅游业有关法规；
３ 能鉴别一般原料，能独立对原料进行初加工，能完成常见菜肴、点心的切配和烹调制作。
４ 熟悉西式早餐、午餐、晚餐、自助餐、鸡尾酒会、宴会的服务和供应流程；
５ 具有简单装盘、装饰拼摆的能力；
６ 初步具有应用营养学、卫生学知识的能力；
７ 初步具有厨房生产成本核算的能力；
８ 能正确使用厨房常见设备、工具，并进行简单维护；
９ 能运用简单厨房英语进行会话、沟通。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烹饪概论、烹饪原料知识、烹饪原料加工技术、西餐烹调技术、冷盘制作、西式面点制作、厨房

英语、饮食心理、食品营养与卫生、餐饮成本核算、基础餐饮管理等。

在校内进行酒水、咖啡调制等基本技能训练；在西式餐饮企业进行岗位见习和顶岗实习等。

专业（技能）方向

西餐烹调、西式面点制作

对应职业（岗位）

西式烹调师（４－０３－０２－０１）、西式面点师（４－０３－０２－０２）、营养配餐员（４－０３－０４－０１）、厨政
管理师☆（Ｘ４－０３－９９－０１）、调味品品评师☆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营养配餐员

继续学习专业举例

高职：烹饪工艺与营养

本科：旅游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代码　 １３０９００
专业名称　 钟表维修
基本学制　 ３年
０３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钟表维修人员。

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百货零售企业、钟表专业公司、钟表专卖店以及钟表维修企业，从事

钟表装配、维修、保养、销售等工作。

职业能力要求

１ 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２ 具有钟表商品的相关专业知识和顾客服务接待能力；
３ 掌握钟表维修、保养、装配技能，明确质量监测标准、服务收费标准和工作流程；
４ 能熟练使用钟表常用维修工具，装配中低档钟表，检测中低档钟表的质量、功能；
５ 能判断、维修中低档钟表常见故障，保养中低档钟表；
６ 能装配常见机械式和石英式钟表。

专业教学主要内容

钟表结构原理、钟表产品营销、顾客消费心理学、商品陈列、钟表专业英语、钟表装配、钟表检

测与维修等。

在校内外进行钟表装配、维修、保养、销售的实习、实训。

专业（技能）方向

钟表销售、锁具维修

对应职业（岗位）

钟表维修工（４－０７－１０－０４）、锁具修理工（４－０７－９９－０５）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钟表维修工、锁具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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