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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C_97_EF_BC_9A2_c34_218491.htm 《旅游政策法规与职

业道德》考试大纲 第一编 国家方针政策 第一章 新时期党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 , 检查考生对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以及新世纪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识记、理

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 识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

飞跃, 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 理解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了解邓小

平理论的内容； 掌握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精髓。 第二节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识记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含义； 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任务； 

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要意义； 识记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 掌握 “一个中心 , 两个基本点”

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识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

本纲领的内容； 掌握基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的关系。 第三节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了解“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背景； 掌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

学内涵； 理解并掌握“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理解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根本保证； 理解并掌握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及其主要

内容、总要求和具体任务。 第二章 新世纪与旅游发展相关的

基本政策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 检查考生对我国的外交政



策、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以及在我国“三步走”发展战

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的重要内容、旅游发展规划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程度

。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我国的外交政策 掌握当今世界主题； 识

记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 了解

我国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第二节“一国

两制 ”和平统一祖国 掌握 “ 一国两制” 构想的科学涵义和

丰富内容； 理解香港、澳门回归的主要进程和“一国两制”

构想的成功实践 ； 掌握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理解

“一国两制” 构想的重要意义。 第三节 新世纪的伟大战略 

识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三步走”战略的主要内容； 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的重要内容； 掌握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识记今后

二十年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目标； 掌握并了解河北省旅游业发

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第二编 旅游业职业道

德 第三章 道德与职业道德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 , 检查考

生对道德、职业道德等相关概念 , 以及道德、职业道德的特

点与基本内容和作用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的程度。 考试内

容:[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第一节 道德

概述 识记道德的概念、基本特点； 理解道德的作用方式。 第

二节 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识记公民道德

建设的指导思想； 理解并掌握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

三节 职业道德的特点与基本内容 识记职业、职业道德的概念

； 理解和掌握职业道德的特点； 掌握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

本内容。 第四章 旅游业职业道德 考试目的 : 通过本章考试,考

察考生对社会主义旅游业职业道德的概念、作用以及社会主



义旅游业职业道德意识和旅游业职业道德规范的 识记、理解

和掌握的程度。 考试内容 : 第一节 旅游业职业道德及其作用 

识记旅游业职业道德的概念； 理解和掌握旅游职业道德的作

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旅游业职业道德意识 识记社会主义旅游

职业道德意识的组成内容 ； 掌握爱国主义的含义及其在旅游

服务工作中的基本要求； 理解并掌握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社会主义旅游业职业道德意识的核心； 识记社会主义旅

游业职业道德敬业意识的内容。 第三节 社会主义旅游业职业

道德规范 识记旅游业职业道德规范的含义和构成因素； 理解

和掌握旅游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以及每一旅游职业道德

规范的具体要求。 第三编 旅游相关法律法规 第五章 法律法

规基础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 , 检验考生对法与旅游法律

法规、旅游法律关系等常识和我国宪法基本知识的识记、理

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 第一节 法与旅游法律法规 识记法

的本质、基本特征； 识记旅游政策、旅游法规的概念； 理解

并掌握旅游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构成以及旅游法律关系

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第二节 宪法基本知识 识记宪法的概念

、特征； 掌握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理解并掌握我国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六章 合同法律制度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对我国《合同法》的主要内容的识记

、理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 识记

合同的概念、法律特征； 理解并掌握我国《合同法》的基本

原则； 识记旅游合同的概念、法律特征以及旅游合同的种类

。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理解合同订立主体资格的规定； 识记

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理解掌握订立合同的基本程序； 识记掌

握合同生效、无效、可撤消、可变更的条件。 第三节 合同的



履行与担保 识记合同履行的原则； 理解并掌握合同履行担保

的概念、法律特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理解并掌握合同履行的担保形式。 第四节 合

同的变更、转让、终止及违约责任 识记合同变更、转让、终

止及违约责任的含义； 理解掌握合同变更、转让的条件； 识

记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理解违约责任免责事由。 第七章 导

游人员管理法规制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

对导游证书制度、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制度、导游人员的权利

和义务、导游人员的管理等法规的识记、 理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 第一节 导游概述 识记导游人员的概念和类别； 理

解从事导游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第二节 导游证书制度 掌握导

游人员资格考试制度； 掌握申领导游证的条件和程序； 理解

不得颁发导游证的情形； 识记导游人员资格证书与导游证的

区别。 第三节 导游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识记导游人员权利及特

点； 识记导游人员的义务及特点； 掌握导游人员的权利和义

务的内容。 第四节 导游人员的管理 掌握导游人员等级划分及

考核办法； 了解导游人员的记分与年审管理的具体内容； 理

解导游人员的管理部门及其权限； 掌握违反导游人员管理法

规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旅行社管理法规制度 考试目的 : 通过

本章考试 , 检查考生对旅行社的概念、法律特征及旅行社分

类与经营范围、旅行社的设立及审批、旅行社的管理制度及

经营等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的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旅行

社概述 识记旅行社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理解旅行社的分类

及其经营范围 ； 理解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对象。 第

二节 旅行社的设立及审批 理解旅行社设立条件及申报程序； 

识记旅行社变更事项的办理； 识记设立中外合资旅行社应具



备的条件、申报及审批程序。 第三节 旅行社管理 识记目前出

台的对旅行社管理的几项制度； 掌握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制度的内容； 识记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概念； 掌握适用、不

适用保证金赔偿的条件及保证金赔偿标准； 识记旅游社公告

制度的内容； 了解监督检查制度。 第四节 旅行社经营 理解

旅行社的经营原则及旅行社业务经营规则； 掌握旅行社的职

责； 识记旅行社的权利； 了解违反《旅行社管理条例》的处

罚。 第九章 旅游安全与保险法律法规制度 考试目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通过本章考试, 

检验考生对我国旅游安全管理的有关制度、旅游保险的基本

制度和对于旅游保险的法律规定内容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程

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旅游安全 识记旅游安全管理工作的方

针和原则； 识记旅游安全的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识记旅游经

营企业的安全管理职责； 理解旅游安全事故的概念及其分类

； 识记旅游安全事故的处理； 识记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的处

理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旅游保险 识记保险和旅游保险的概

念、特点； 掌握旅游保险合同及其要素； 掌握旅游保险合同

的概念、特点及形式； 识记旅行社责任保险的概念、投保范

围、保险期限、保险金额； 理解掌握旅行社投保和向保险公

司索赔应注意的事项。 第十章 旅游出入境与交通管理法律制

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 , 考察考生对中国公民出入境和

外国旅游者人出境的管理制度、对我国旅游交通管理法律制

度的主要内容的 识记、理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 识记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的原则

； 识记中国公民出境人境证件及申请的办理； 理解中国公民

出入境的权利义务及其限制； 掌握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法



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外国旅游者入出境管理法律制度 

识记《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适用范围与原则； 掌握外

国人入境出境的有效证件及我国签证的种类； 理解旅行证的

含义和办理程序； 识记外国人在我国居留、住宿的有关规定

； 掌握外国旅游者人出境的权利义务及其限制； 了解港、澳

、台同胞入出境的法律问题。 第三节 旅游交通管理法律制度 

识记我国旅游交通运输业务管理的几项共性规定； 了解旅客

航空运输管理的基本内容； 掌握旅客航空运输中承运人对旅

客的责任； 理解旅客铁路运输管理的有关规定； 掌握铁路运

输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 第十一章 旅游住宿、饮食及娱乐管

理法规制度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 检查考生对我国旅游

住宿业管理制度、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及娱乐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旅游住宿

管理法规制度 识记旅游住宿业的含义与分类； 掌握饭店星级

评定的依据及管辖的分工、评定办法、评定步骤及检查。 第

二节 食品卫生管理法律制度 理解食品卫生的含义及其要求； 

识记食品生产经营的卫生要求； 了解食品卫生管理的主要内

容； 识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及主要职责； 掌握食品中毒及其

特征与处理办法。 第三节 娱乐场所管理法规制度 识记娱乐场

所的含义； 掌握娱乐场所经营单位的设立条件、娱乐场所禁

设地和管理禁涉人的规定； 掌握在娱乐场所禁止的行为及对

从业人员及进入娱乐场所人员的要求； 理解并掌握对违反《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行为的处罚。 第十二章 旅游资源管理法

律制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考察考生对我国旅游资源管理制

度，特别是对风景名胜旅游资源、文物旅游资源管理的法律



法规制度以及相关旅游资源如世界遗产、历史文化名城、自

然保护区等制度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的程度。 考试内容: 第

一节 旅游资源管理概述 识记旅游资源的概念、特点； 识记旅

游资源法律的概念； 理解旅游资源开发的一般原则。 第二节 

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管理 识记风景名胜区的概念； 识记我国确

定风景名胜区的条件； 掌握风景名胜区的等级划分及其管理

； 掌握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第三节 人文

旅游资源管理 识记人文旅游资源、的概念及其范围； 识记文

物的概念与分类； 掌握对文物的管理保护。 第四节 相关旅游

资源法律规定 识记世界遗产的含义及分类； 掌握我国被列入

世界遗产目录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数目； 识记历史文化

名城的含义； 理解国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识记自然保

护区的含义； 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条件及其保护。 第十三

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 考试目的 : 通过本章的考试 , 检

查考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概念、基本原则、消费

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等 规定的识

记、理解和掌握的程度。 考试内容 : 第一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律制度概述 识记消费者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识记经营者

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识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与其他法律

、法规的关系； 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消费者的权利与经营者的义务 识记掌握消费者的权利； 理解

经营者的义务。 第三节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理解消费者组织对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及限制； 识记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

途径。 第四编 河北省地方旅游法规 第十四章 《河北省旅游

条例》与旅游业管理 考试目的 : 通过本章考试，检查考生对

《河北省旅游条例》主要内容的识记、理解和掌握程度。 考



试内容 : 第一节 《河北省旅游条例》概述 识记《河北省旅游

条例》颁布的时间； 识记旅游业、旅游资源和旅游经营者的

概念 掌握河北省发展旅游业的方针与原则； 识记旅游业管理

的主体。 第二节 旅游业发展 了解各级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

工作； 理解河北省对旅游业发展的鼓励政策。 第三节 旅游业

管理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识

记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规定； 识记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 

掌握旅游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 掌握旅游经营禁止项目及禁

止行为的规定； 理解并掌握旅行社、导游员、旅游景区以及

其他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的规定。 第四节 法律责

任 理解违反《河北省旅游条例》的法律责任。 第十四章 《河

北省旅游投诉办法》与旅游投诉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 考

察考生对旅游投诉、旅游投诉管辖、旅游投诉的受理与处理

以及对《河北省旅游投诉办法》有关规定的识记、理解和掌

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旅游投诉概述 理解旅游投诉的概

念及其特点； 理解旅游投诉与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

讼的区别； 识记旅游投诉部门； 理解旅游投诉者与被投诉者

的权利及其义务； 掌握旅游投诉时效。 第二节 旅游投诉管辖

识记旅游投诉管辖的含义； 识记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

管辖与指定管辖。 第三节 旅游投诉的受理与处理 识记旅游投

诉受理的概念及特征； 识记旅游投诉者应具备的条件及投诉

范围； 理解旅游投诉受理的程序； 理解旅游投诉处理程序； 

理解旅游被投诉者的书面答复； 理解掌握调解； 理解处理决

定。 《导游基础》考试大纲 上编 全国导游基础 总体目标: 通

过本科目的考试 , 检查考生对旅游业以及与旅游密切相关的

中国历史文化、自然旅游景观、人文旅游景观、中国的宗教



、民族民俗、饮食文化、风物特产以及世界遗产名录、自然

保护区等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并检查考生对河北省历史、

旅游业发展, 河北的历史名人、风物民俗及旅游景观掌握程度

。同时,检查考生灵活、综合运用有关知识解答各种提问的应

变能力。 第一章 旅游活动与旅游业 考试目的: 通过考试,检查

学生对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 考试

内容: 第一节 旅游活动及其分类 识记近现代旅游活动和旅游

业产生及其发展的脉络； 识记旅游活动的分类； 识记旅游环

境的含义； 掌握旅游的概念及旅游活动的特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第二节 旅游活动的

主体与客体 识记常住国、常住地的含义， 识记我国旅游资源

的特点。 理解游客的概念以及游客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 理

解旅游资源的概念、本质特征及其分类。 第三节 旅游媒介一

一旅游业 识记旅游业的概念、构成与特点； 理解旅游业对经

济、社会与环境的可能影响； 识记中国近现代旅游业的发展

脉络。 第四节 旅游市场 识记我国主要客源国； 理解旅游市

场的概念、旅游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 了解旅游市场类型。 

第二章 中国历史与文化常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检查考

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基本知识的了解，特别是导游工作中涉

及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中国历史发展概述 掌握我国历史上朝代的变更 ( 各朝代的建

立和灭亡时间、都城 )； 识记“春秋五霸”和 “战国七雄”

； 识记郑和下西洋的时间 ； 掌握“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

间。 第二节 中国古代历史小常识 掌握下列基本概念: 天干、

地支、节气、塞外、庙号、谥号、年号、徽号、“三公九卿

”、 “三省六部”、“八旗制度”； 了解帝王的祭祀活动的



主要类别； 识记历代地方机构的建制； 掌握官吏的选拔制度

。 第三节 中国的文学艺术 掌握各时代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和代

表作家； 识记京剧的形成与艺术特点； 理解并掌握“国画”

的概念、技法与艺术特点及代表性人物； 掌握古代文字的演

变过程； 识记我国文字的主要字体、各自的创始人、特点和

代表性人物。 第四节 联匾与古代诗歌 识记对联和匾额的区别

； 掌握对联的体制及匾额的类别； 理解并掌握诗歌欣赏的方

法； 了解古代诗歌格律常识。 第三章 中国的自然旅游景观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 检查考生对中国主要自然景观构成

与分布规律的识记状况 , 对各种自然景观特征的理解程度,对

典型代表景观地区的掌握情况。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山地自然

景观 理解我国体育探险登山旅游地的主要分布地区及已开放

的著名高峰的情况； 掌握花岗岩高山和丘陵的景观特点,中国

著名花岗岩高山的名称、所在地、最主要景观特点,并识记这

些名山中的著名人文景观； 掌握丹霞山地的成因和景观特点,

掌握中国著名丹霞风景区的名称和所在地； 掌握岩溶山水景

观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分布地区,掌握著名岩溶景区的名称、所

在地及其基本特殊地位； 掌握其他名山的名称、所在地及其

主要景观特点。 第二节 水域风光 掌握我国名泉的类型及其名

称和所在地； 掌握我国著名瀑布的名称及所在地； 理解我国

著名的江河景观的名称,掌握长江三峡的名称及特点； 掌握湖

泊按成因划分的类别及各类的代表性湖泊名称, 掌握我国著名

湖泊的名称、所在地及湖区著名景区、景点； 识记我国著名

的近海海滨景观的名称。 第三节 生物景观 掌握我国 “化石

植物”、四大国宝动物的名称,天然森林的景观类型,草原的主

要分布地区及其类型； 识记我国一些古树名木、著名花卉的



名称。 第四节 气象景观 掌握雾凇、日出、佛光、蜃景的最佳

景观观赏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

页 >> 理解著名的云、雾、雨、冰雪、雨凇景观的著名观赏地

。 第五节 自然保护区 识记设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我国自然

保护区的设立状况； 掌握我国已被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

护网的自然保护区的名称； 识记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类型及著

名的自然保护区。 第四章 中国古代建筑与园林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的考试, 检查考生对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有关知识的掌

握水平,同时检查其对这部分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和对一些著

名的古代建筑和园林的熟悉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中国古

代建筑概述 识记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沿革； 识记中国古代建

筑的特点以及台基、木头圆柱、梁、天花、藻井的基础知识

； 理解唐、宋、元、明清时期建筑的主要特点、现存著名建

筑实例、有关建筑营造的著名文献； 识记开间、各式彩画的

概念及形式； 掌握各式屋顶的概念、形式、等级。 第二节 宫

殿与礼制建筑 掌握宫殿布局的基本规制； 识记礼制建筑的内

容； 掌握各种礼制建筑中最著名的建筑名称、基本结构及所

在地。 第三节 陵墓建筑 识记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选址特点、

殉葬制度的演化,纪念性陵墓及崖墓和悬棺葬； 理解中国古代

帝王陵园建筑群的组成、位置关系及功能 ,著名的帝王陵墓、

名人墓的概况； 掌握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三种封土形制的特征

、使用朝代及典型代表。 第四节 中国古代城防建筑 识记中国

古代城市规划制度和布局,长城修筑的发展历史； 理解并掌握

我国现存完好的四座古城的名称及其概况,长城三次修筑高潮

的时间及各次修筑的特征； 掌握明长城的基本结构及其发展

的突出表现,明长城旅游景观中的著名城段名称。 第五节 中



国著名古代建筑 识记中国古塔的由来,与汉文化融合后的类型

与功能转化； 掌握中国著名楼阁的名称、位置及其与之相关

的文学作品； 掌握各类塔中典型代表的名称、位置。 第六节 

中国古典园林 识记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简史； 理解中国古典

园林的特色和基本构成要素； 掌握中国古典园林的类型及特

征及典型代表； 掌握中国古典园林构景的基本手法并举出各

种手法运用的典型实例。 第五章 中国宗教概述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考试 , 检查考生对我国几个主要宗教基本知识的了解

。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宗教知识简述 识记宗教的产生和我国的

主要宗教； 理解我国宗教信仰的特点和政府宗教政策的基本

内容。 第二节 佛教 识记佛教的产生、传播、主要教派、经典

、标识和主要供奉对象； 理解汉地寺院的基本风格、布局、

主要殿堂及供奉对象； 掌握佛教的常用称谓、主要礼节、节

日和仪式 ； 识记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主要名胜。 第三节 

道教 识记道教的产生、传播、主要教派、经典、标识和主要

供奉对象； 理解道教宫观建筑的基本风格、布局； 掌握道教

的常用称谓、主要礼仪和节日； 识记道教的名山和主要宫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第四节

基督教 识记基督教的产生、传播、主要教派、经典、标识和

信仰对象； 掌握基督教的常用称谓、主要仪式和重要节日。 

第五节 伊斯兰教 识记伊斯兰教的产生、传播、主要教派、经

典、标识和信仰对象； 理解清真寺建筑的基本风格、布局； 

掌握伊斯兰教的常用称谓、主要礼仪和节日。 第六章 中国民

族民俗 考试目的: 通过考试,检查考生对我国主要民族的人口

、分布区域及语言文字概况的识记程度，以及对我国主要民

族的民风民俗的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概论 识记民族



和民俗的概念及民俗的类型； 了解中国民族民俗的概况。 第

二节 汉族及其主要传统节日 识记汉族的服饰及饮食习俗； 识

记汉族的主要传统节目。 第三节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及其风俗

民情 识记我国主要民族的人口、分布及语言文字概况； 理解

我国土家族的服饰及饮食习俗 , 藏族、傣族和黎族的居住习

俗； 掌握我国绝大多数民族共同的传统节日概况； 掌握维吾

尔族、蒙古族、藏族的主要服饰、饮食民俗及节日； 识记维

吾尔族和回族的主要饮食习俗及禁忌； 识记朝鲜族、傣族、

苗族的主要民俗和节日； 识记纳西族的民族文化、主要民俗

及节日。 第七章 中国饮食文化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 , 检

查学生对我国主要地方菜系的分布、特色和代表菜肴的掌握

程度；对我国主要酒类和茶叶的分类、特点和代表品种的掌

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中国菜系划分 识记 “四大菜系” 

和“八大菜系”。 第二节 地方菜系简介 识记我国十大菜系的

名称、特色及代表菜； 了解宫廷风味菜和素菜的特色及代表

菜； 识记河北地方菜的主要流派、特点及代表菜。 第三节 中

国名酒 识记酒的不同类型； 识记我国白酒的香型及其代表名

酒； 掌握黄酒、葡萄酒、啤酒的历史渊源、特色及代表名酒

。 第四节 中国的茶 识记我国茶叶的种类、主要品种及其特色

； 识记中国名茶的产地、特点。 第八章 中国土特产 考试目

的: 通过本章考试, 检查学生对我国风物特产概况的理解程度

；对其中主要品种的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陶瓷器和

丝织刺绣品 掌握我国陶器和瓷器的特征、著名陶、瓷产地及

其代表品种； 识记织锦、缂丝、刺绣的特征及我国名锦、名

绣的主要品种及其产地； 识记本节中某些综合性概括, 如“

四大名绣” 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



一页 >> 第二节 中药 识记我国中药材的名称、产地及其功效

； 识记我国中成药的名称及功效。 第三节 雕塑和其他工艺品

识记我国玉雕、石雕的主要产地及特色； 了解我国木雕的主

要产地及其产品特色； 理解并掌握其他雕塑（尤其是泥塑）

的产地及特色； 识记我国漆器的主要品种及特色； 掌握我国

金属工艺的三大品种及特色； 识记我国竹刻、竹编、草编的

主要产地及代表品种； 理解我国木板年画的主要产地及其代

表品种； 识记本节中某些名品的称誉,如江苏东海县有“水晶

之乡” 之称等。 下编 河北省地方导游基础 第一章 河北省概

况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主要检查考生对河北省基本省情

的了解。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自然资源 识记河北省

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掌握河北省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情况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森林公园)。 第二节 河北历史 简

要识记河北省的历史沿革； 理解并掌握近现代河北发展的历

程。 第三节 河北省旅游业概况 掌握河北省旅游业发展的概况

。 第二章 河北历史名人 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河北历史名人

基本情况及其纪念地的了解。 考试内容: 识记教材中历史名

人的称谓 ( 姓名和名号)、籍贯、朝代 ( 时代 ) 、主要事迹； 

识记与历史名人相关的遗迹、纪念地。 第三章 河北风物与民

俗 考试目的: 测验考生对河北的代表性建筑、旅游商品、民

间艺术、民间体育、现代文艺创作等基本情况的识记。 考试

内容: 第一节 河北古代建筑 识记各时期代表性建筑的所在地

、特点。 第二节 河北土特产品与风味食品 识记土特产品的名

称、产地、特色； 识记名酒与饮料的名称、产地、特色； 掌

握传统风味食品的产地、名称及特色。 第三节 河北旅游工艺

制品 识记旅游工艺制品的名称、产地、品类、特点。 第四节 



河北文化 识记地方戏曲的名称、起源、特点、主要流行地区

； 识记民间歌舞的种类、流行地、活动形式； 掌握曲艺的种

类、主要流行地； 掌握沧州武术的流派,吴桥杂技的起源和节

目类型。 第四章 河北名胜联匾诗词选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考试目的: 测验考生对河北旅

游文化的识记和讲解能力。 考试内容: 第二节 河北名胜联匾

选 识记联匾的作者、朝代（时代）、篇名、所描写的景点及

其所在地； 理解选篇的词义、内容 , 会背诵、翻译。 第二节 

河北名胜诗词选 识记诗词的作者、朝代、篇名、所描写的景

点及其所在地； 理解诗词的词义、内容。 第五章 河北览胜 

考试目的: 测验考生对河北全省的人文地理、景点的了解。 

考试内容: 掌握全省 11 个中心城市的地理位置，所辖县（市) 

名称 , 交通状况； 识记各景区的名称、地理位置,下属主要景

点的名称、景观特色及相关的文化内涵 (沿革、题咏、传说

等)。 《导游服务规范》考试大纲 第一章 导游工作概述 考试

目的： 通过本章考核，检查考生对导游工作的特征、导游工

作的含义以及导游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作用和原则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导游的产生与发展 了解导游

的产生与发展的四个时期； 掌握导游人员在历史上的称谓； 

掌握近代导游产生的标志； 理解并识记导游工作发展的主要

特征。第二节 导游工作概念、类型与内容 掌握导游工作的概

念及含义； 了解导游工作的类型； 理解并掌握导游工作的内

容。第三节 导游工作的性质和特点 掌握导游工作的性质； 理

解并掌握导游工作的特点。第四节 导游工作的地位与作用 了

解导游工作在旅游服务中的地位； 掌握导游工作的经济作用

； 了解导游工作的政治作用第五节 导游工作原则 掌握导游工



作原则。 第二章 导游人员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核，检查

考生对导游人员概念、分类、素质、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

职责、导游工作集体工作原则的理解水平及掌握程度，加强

考生对提高自身素质重要性的认识。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导游

人员及其分类 掌握并识记导游人员的概念； 掌握导游人员参

加导游人员考试的报名条件、申请导游证的条件； 掌握导游

人员的分类方法（识记全陪、地陪、领队等相关概念）。第

二节 导游人员的条件和要求 识记导游人员的条件； 了解导游

人员的修养； 掌握导游人员的行为规范； 了解导游人员的心

理品质； 了解导游人员的知识结构。第三节 导游人员的职责 

掌握导游人员的基本职责； 掌握国际领队、全陪、地陪以及

景点导游的职责。第四节 导游工作集体 掌握导游工作集体的

概念； 理解并掌握导游工作集体协作共事的基础； 掌握导游

工作集体建立良好协作关系的原则。 第三章 导游服务程序与

质量标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核，检查考生对旅游团队和

散客的概念的理解和掌握；检查考生对全陪、地陪和导游服

务程序和服务内容以及对散客服务要点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

力。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旅游团队与散客旅游 掌握旅游团队

的概念与特点； 掌握散客旅游概念与特点； 了解旅游团队和

散客旅游对服务的要求。第二节 地方陪同服务程序与质量标

准 了解地陪服务准备工作与标准； 掌握地陪落实接待详细事

宜的具体过程； 掌握地陪接站服务的基本要求； 掌握地陪赴

饭店途中的服务要求； 理解并掌握欢迎辞的内容； 识记饭店

内的服务及要求； 了解节目安排的有关内容； 掌握地陪在参

观游览过程中的导游、讲解服务及要求； 了解对地陪其他导

游服务的要求；掌握送站服务及要求； 理解并掌握欢送辞；



了解地陪善后总结工作与标准。第三节 全程导游服务程序与

质量标准 了解全程导游服务的准备工作及要求； 掌握全程陪

同的首站（入境站）接团服务的程序； 了解入住饭店服务、

核对商定日程及各站的服务； 掌握离站服务、途中服务及末

站（离境站）服务的程序及要求。第四节 散客接待服务程序

及要求 掌握散客旅游服务的类型； 了解散客旅游服务程序与

服务质量。第四章 导游服务技能与方法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

考核，检查考生对导游服务的语言技能、讲解技能、带团技

能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检查考生在对待不同身份旅游者时的

接待能力。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语言技能 掌握口头语言及书

面语言的特点； 掌握态势语言的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11]

[1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