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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教育发【2022】12 号

关于开展 2020-2021 年度中国旅游

中等职业教育调研的通知

各旅游中等职业学校：

为总结和分享 2020-2021 年度中国旅游教育及中国旅游理论发

展与研究成果，助力旅游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

会组织有关院校专家，着手编写《中国旅游教育蓝皮书（2021-2022）》。

其中，分报告《中国旅游中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2020-2021）》委

托四川省旅游学校编写。为全面、准确了解旅游中职教育发展现状以

进行深入研究，现面向旅游中等职业学校开展问卷调研工作，望各校

积极支持协助。本次问卷结果仅用于年度报告撰写工作，收集数据将

严格保密。

附件一为问卷链接及二维码，请各校安排专人负责填写，并在 6

月 26 日前完成提交。

附件二为问卷文字版，供负责人在填写问卷前，了解汇总相关数

据情况。

联系人：教育分会 田 华 13120077925

四川旅校 马友惠 13550267120

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教育分会

2022 年 6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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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问卷链接：https://www.wjx.cn/vm/O4heqvA.aspx

二维码：

https://www.wjx.cn/vm/O4heqv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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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0-2021 年度中国旅游中等职业教育现状调研问卷

一、学校基本情况：

1. 学校名称： [填空题] [必答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请选择贵校所在省份城市 [填空题] [必答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贵校属于（ ）。 [单选题] [必答题]

○ A、独立设置的旅游中专

○ B、综合类中职开设旅游相关专业

二、中等旅游职业教育情况：

（一）招生及就业工作

4. 旅游类专业在校生人数________人，跟 2018-2019年相比，增加_______（减少________）；

新生人数_________人，跟 2018-2019年相比，增加_______（减少________）；毕业生总数

________ 人，跟 2018-2019年相比，增加_______（减少________）；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约为

___ %。 [填空题] 提示：就业率填整数

5. 旅游类专业毕业生行业内就业率为_____% ， 近三届毕业生（2019-2021）行业内就业率平

均值为_____% [填空题] 提示：比例均填整数

6.旅游类专业学生构成情况表

专业名称 招生数 毕业生 全校本专业总人数 备注

旅游服务与管理 740101
导游服务 740102
康养休闲旅游服务 74010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740104
茶艺与茶营销 740105

会展服务与管理 740106

中餐烹饪 7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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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烹饪 740202

中西面点 740203

7. 旅游类专业毕业生毕业后的月收入约为（ ）元。 [单选题]

专业名称 一年后（元） 三年后（元） 五年后（元） 备注

旅游服务与管理 740101
导游服务 740102
康养休闲旅游服务 740103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740104
茶艺与茶营销 740105

会展服务与管理 740106

中餐烹饪 740201

西餐烹饪 740202

中西面点 740203

（二）专业建设情况

8. 按照 2021年教育部专业目录，贵校共开设旅游类专业_________ 个 。 [填空题] [必答题]

9. 贵校开设的旅游类专业中，国家级重点专业________ 个，是______专业； 省级重点专业

_______ 个，是______专业。 [填空题]

10. 贵校开设的旅游类专业中，国家级特色专业_________ 个 ，是__________专业；省级特色

专业_________ 个，是__________专业 。 [填空题]

（三）旅游类师资队伍建设

11. 教职工总数_______ 人， 专任教师_______ 人 [填空题] [必答题]

12. 贵校生师比是____ ：1 [填空题] [必答题]

13. 聘用校外兼职教师_________ 人，其中企业兼职教师___人。 [填空题][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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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校内专兼任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_________ 人，中级职称______ 人，初级及以下职称

_______人。 [填空题] [必答题]

15. 校内专兼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_______人， 硕士学位___人，学士学位______人，专

科及以下______人。 [填空题]

16. 校内双师型教师比例为 [填空题][必答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校内专兼任教师年度人均培训进修天数_________天，参与国际培训项目_______项（其中，

参与的国际培训项目名称是____________）
年度人均企业挂职锻炼天数_______天。 [填空题]

（四）职教贯通培养情况

18. 贵校开设的分段贯通培养形式（ ）。 （多选） [多选题]

□ A、中职+高职分段贯通培养

□ B、中职+高职+本科分段贯通培养

19. 请列举贵校 2021年中职+高职、中职+本科分段贯通培养的旅游类专业名称及招生数量：

（1）中职+高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中职+本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填写示例：旅游服务与管理管理，50人；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80人。如无此项内

容请填写无。

（五）课程建设情况

20. 贵校旅游类专业课程教学计划中， [矩阵文本题] [必答题]
公共基础课程学时

占总学时的比例约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络课程（共享课

程、MOOC课程）学

时占总学时的比例

约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践类课程学时占

总学时的比例约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理论课程的比例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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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理实一体化课程的

比例约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实践类课程的比例

约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填写的百分数应为整数，例如：50%。

21. 贵校旅游类专业是否开设了创新创业类课程（ ） [单选题]

○ A. 是

○ B. 否

22. 请问贵校开设的创新创业类课程数量为_______门， 课程名称为：____________ [填空题]

23. 贵校的创新创业类课程师资来源为（ ） [多选题]

□ A.校内专任教师

□ B. 校外兼职教师

□ C.其他（请注明） _________________

（六）智慧校园建设

24. 贵校是否启动“智慧校园建设” [单选题]

○ A. 是

○ B. 否

25. 贵校启动“智慧校园建设”项目的时间是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6. 贵校采用何种形式开展“智慧校园建设” [单选题]

○ A.学校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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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校企合作共建

○ C.校政合作共建

○ D.其他（请具体说明） _________________

27. 贵校是否有“智慧校园建设”专题网站 [单选题]

○ A. 是

○ B. 否

28. 贵校“智慧校园建设”项目包含哪些方面（ ） [多选题]

□ A.校园管理

□ B.教学授课

□ C.师生服务

□ D.平安校园

□ E.节能生态

□ F.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七）校企合作与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29. 贵校旅游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矩阵文本题]
总数量为（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面积为（平方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中国家级实训基

地数量为（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省级实训基地数量

为（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企共建实训场馆

的数量为（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营型实训场馆的

数量为（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贵校旅游类专业校外实训基地有_________个 ， 其中，省外实训基地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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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 [填空题]
提示：比例填整数

31. 贵校是否加入旅游职业教育集团： [单选题]

○ A.是

○ B.否

32. 贵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企业数量为（个）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3. 贵校是否有订单式培养合作单位 [单选题]

○ A.是

○ B.否

（八）社会服务工作

34. 本年度培训旅游行业从业人员_________ 人/次，实现收入____________万元。 [填空题]

35. 本年度培训对象和具体人次（ ）。 [多选题]

□ A、旅游饭店或餐饮企业从业者 人次 _________________

□ B、旅行社从业者 人次 _________________

□ C、旅游景区从业者 人次 _________________

□ D、旅游行政人员 人次 _________________

□ E、旅游专业教师 人次 _________________

□ F、其他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36. 本年度老师是否参与乡村振兴工作（ ） [单选题]

○ A、是，共（人/次）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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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否

37. 本年度是否为政府主管部门或行业提供了旅游技术服务？ [单选题]

○ A、是

○ B、否

38. 提供的技术服务类型为（ ）： [多选题]

□ A.旅游景区规划项目

□ B.旅游企业服务质量提升项目

□ C.旅游教育及产业相关调研

□ D.旅游企业管理咨询

□ E.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规划

□ F.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九）校园文化

39. 您认为，贵校文化建设是否体现并融入了旅游职业文化： [单选题] [必答题]

○ A 是

○ B 否

○ C不清楚

40. 您认为贵校融入旅游职业文化的载体有： [多选题] [必答题]

□ A 校园活动

□ B 课程开发

□ C 师生行为

□ D 职业素质/文化专项实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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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教育管理

□ F 教学/实训区域环境建设

□ G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41. 贵校在校企文化中，融入企业文化的载体包括 [多选题] [必答题]

□ A氛围的营造

□ B环境建设

□ C校内外媒体宣传

□ D学生活动

□ E教师队伍建设

□ F学生教育教学活动

□ G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十）证书

42. 贵校旅游类学生“1+X”证书，“X”证书有[必答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空题]

（十一）国际化建设情况

43. 贵校海外实习 [矩阵文本题]
海外实习基地数量

为（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海外实习生人数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海外就业率约

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示：均填写整数

44. 贵校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量为（个） [填空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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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贵校校内教师中，外籍教师人数为_________ ，占比____________%。 [填空题] 提示：均

填写整数

46贵校招收留学生人数_________人，境外友好学校人数___________人。 [填空题]

47. 贵校共有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引进与考试___________项。 [填空题]

有___________项目（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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