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招生计划表

专业（方向）名称 专业代码
招生
人数

班数 收费标准
（元/学期）

备  注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740104

60 2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英语特色班） 30 1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50 1 1391 学制五年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白天鹅宾馆管理培训生专班） 30 1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西式饮品运营与管理方向) 40 1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国际邮轮服务方向） 30 1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茶艺与茶营销（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740105

25 1 1586 学制五年

茶艺与茶营销（乡村振兴茶艺校企合作定制班） 30 1 1586 学制三年

茶艺与茶营销（茶艺师定制班） 40 1 1586 学制三年

茶艺与茶营销（茶业营销定制班） 40 1 1586 学制三年

旅游服务与管理
740101

60 2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旅游服务与管理（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30 1 1391 学制五年

会展服务与管理

740106

40 1 1391 学制三年

会展服务与管理（体育高考班） 25 1 1391 学制三年

会展服务与管理（艺术高考班） 25 1 1391 学制三年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冲本班）

740201

40 1 1586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班） 30 1 1586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 30 1 1586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中餐烹饪（粤菜烹饪） 30 1 1586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中餐烹饪（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40 1 1586 学制五年

中西面点（中式点心方向） 740203 30 1 1586 学制三年

西餐烹饪

740202

60 2 1586 学制三年

西餐烹饪（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40 1 1586 学制五年

西餐烹饪（烘焙技术与高级饼店管理方向） 35 1 1586 学制三年

商务英语

770201

60 2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商务英语（涉外商务管理方向班） 35 1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商务英语（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50 1 1391 学制五年

商务法语 770206 35 1 1391 学制三年

商务德语（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770203 35 1 1391 学制五年

商务日语（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770202 30 1 1391 学制五年

会计事务（国际财务方向班）
730301

30 1 1391 学制三年,广东省重点专业

会计事务（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50 1 1391 学制五年

金融事务（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730201 50 1 1391 学制五年

国际商务
730501

40 1 1391 学制三年

国际商务（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40 1 1391 学制五年

电子商务

730701

70 1 1586 学制三年

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商业应用与服务方向） 30 1 1586 学制三年

电子商务（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方向） 30 1 1586 学制三年

美发与形象设计
750110

30 1 1586 学制三年

美发与形象设计（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 30 1 1586 学制五年

西餐烹饪（面点烘焙）（启能班） 740202 10 1
国家
减免

学制三年,前进校区教学

合计 1545 45

说明：

1.2021年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计划招生12个班470人，高职学段教学点以省教育厅批复为准。 

2.收费标准为1586（元/学期）的专业是经广州市物价局核准的高耗值专业。

3.从充分就业角度出发，请肝功能检查不正常的考生谨慎报考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专业、茶艺与茶营销专业、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中餐
烹饪专业、中西面点专业、西餐烹饪专业。

4.白天鹅宾馆管理培训生专班：白天鹅宾馆管理培训生专班是与白天鹅宾馆校企合作，定向为白天鹅宾馆培养梯队管理人才的酒店管理班。采
取“招生、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制。实行3+2人才培养模式，与白天鹅宾馆和高职院校“三元融合”，分段共同培养。中职学制3年。
其中2年在校学习，0.5年在企业学习，0.5年顶岗实习。高职学制2年。1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年在企业实习实践。

5.乡村振兴茶艺定制班：乡村振兴茶艺定制班是与海伦堡集团校企合作，面向连南地区定向招生。由海伦堡集团提供资助每位学生每月500元生
活费，每年按12个月计。招收有志于传承中华传统茶艺文化、从事茶艺、茶营销、茶加工工作，助力其成为传承中华传统茶文化、振兴乡村经
济的茶文化传承人，为中华传统茶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

6.茶艺师定制班：茶艺师定制班是与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限公司合作的校企合作，定向为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限公司培养企业人才的现代学徒
制班 。采取“ 招生、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培养。实行3+2人才培养模式。中职学制3年。其中2年在校学习，0.5年在企
业学习，0.5年顶岗实习。高职学制2年。1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年在企业实习实践。

7.茶业营销定制班：茶业营销定制班是与八马茶业有限公司合作的校企合作，定向为八马茶业培养企业人才的现代学徒制班 。采取“ 招生、
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培养。实行3+2人才培养模式。中职学制3年。其中2年在校学习，0.5年在企业学习，0.5年顶岗实习
。高职学制2年。1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年在企业实习实践。

8.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 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是李锦记资助有志青年免费学厨圆梦、为中餐业发展培养未来之星的
“精准扶贫”公益计划。由李锦记全额提供资助（全额学杂费+生活补助+交通补贴），招收有志于传承粤菜文化、从事中餐烹饪工作、且经济
上有困难的青年，助力其成为传承粤菜文化、振兴乡村经济的粤菜传承人，为中餐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9.中餐烹饪（粤菜师傅冲本班）:中餐烹饪（粤菜师傅冲本班）是针对韩山师范学院和岭南师范学院烹饪专业本科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情况，对
接本科学校实操考试要求，有针对性增设实训项目课程，开设的中本升学班。

10.西餐烹饪（面点烘焙）（启能班）：西餐烹饪（面点烘焙）（启能班）是面向持有残联核发第二代残疾证的轻度智力障碍（注：证书编号
最末两位为54），广州市户籍初中应届毕业特殊学生，要求具有技能学习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志向学习面点烘焙职业技能。



2021年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统计表

序号

中  职 高    职
班数

（个）中职专业 对应高职学院 高职专业
招生人数
（人）

1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0 1

2 茶艺与茶营销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茶艺与茶文化 25 1

3 旅游服务与管理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 30 1

4 美发与形象设计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 30 1

5 中餐烹饪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烹饪工艺与营养 40 1

6 西餐烹饪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餐饮智能管理 40 1

7 商务英语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旅游英语 50 1

8 商务德语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应用德语 35 1

9 商务日语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商务日语 30 1

10 会计事务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大数据与财务管理 50 1

11 金融事务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金融服务与管理 50 1

12 国际商务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跨境电子商务 40 1

总计 470 12



旅游与文化系

专业（方向） 班额（人数） 培养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 升学方式 三二分段合作高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

3个班（90人） 面向高星级饭店的前厅部、饮
食部、房务部、人事部、营销
部、康乐部等工作岗位，培养
面向高星级酒店、旅游商务企
事业单位的一专多能的跨岗位
综合技术技能型人才。

餐厅服务、客务服务、服
务礼仪、食品安全、服务
心理学、酒店管理、酒店
英语、职业素养、市场营
销、前厅服务、酒水服务

3+证书考试、自主
招生考试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中高职贯通
班） 

1个班（50人）
中高职三二分段贯

通培养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英语特色
班） 

1个班（30人）
国际合作、3+证书
考试、自主招生考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西式饮品运
营与管理方向）

1个班（40人）

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餐饮行业的
西餐服务、咖啡及其饮品服务
等领域，培养具备咖啡制作能
力、对客服务和沟通能力、咖
啡文化认知能力、产品营销能
力、吧台卫生管理、门店基层
管理及信息处理能力，能在生
产、服务第一线从事咖啡及咖
啡制作与服务、产品营销和基
层经营管理等工作，具有食品
营养与健康理念、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西餐服务岗位职业礼仪、
西式餐饮文化、酒知识与
服务、西餐服务、门店食
品安全与卫生、咖啡与西
式茶饮文化、咖啡师岗位
专业技能、西式饮品专业
英语、咖啡烘焙基础、饮
品门店运营与成本核算

3+证书考试、自主
招生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国际邮轮服

务方向）
1个班（30人）

面向国际豪华邮轮和高星级饭
店的服务及基层管理岗位，能
从事前厅、客房、餐饮、邮轮
岸上服务等工作，培养具有扎
实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理论基
础，掌握邮轮服务与管理等实
际操作能力，具有较强英语沟
通能力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邮轮与邮轮服务、邮轮前
厅服务、邮轮客舱服务、
邮轮购物服务、邮轮休闲
娱乐服务、邮轮英语、咖
啡服务、酒吧服务、邮轮
旅游地理、邮轮旅游产品
营销、海事法规与邮轮安
全

3+证书考试、自主
招生考试

茶艺与茶营销（中
高职贯通班） 

1个班（25人）

面向茶业企业、餐饮企业及企
事业单位办公室等部门，服务
茶文化产业，适应茶业管理、
营销和服务第一线需要，培养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敬业精神
和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具备
茶叶冲泡、茶叶审评、品茗环
境设计、茶品营销能力，从事
茶艺馆、专业会所经营管理、
茶艺表演、茶品营销等工作的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茶艺服务、茶汤品鉴、茶
文化概述、茶席与品茗空
间布置、茶馆经营与管理
、茶品营销、茶品陈列技

巧

中高职三二分段贯
通培养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茶艺与茶营销
3个班

（110人）
3+证书考试、自主

招生考试

旅游服务与管理 2个班（60人）
面向旅行社等旅游企事业单
位，培养熟练掌握旅游专业基
础知识、专业技能以及较新的
国际旅游管理理念的应用型旅
游人才。

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
、旅游法规、模拟讲解、
旅行社业务、旅游地理、
计调、专业实训

3+证书考试、自主
招生考试

旅游服务与管理
（中高职贯通班） 

1个班（30人）
中高职三二分段贯

通培养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
院

会展服务与管理 1个班（40人）

面向会展活动策划与运营、现
场管理与服务等，培养具备会
展活动策划专业理论知识，掌
握会展活动、商务活动、节庆
活动等策划基本方法，具有一
定的会展活动服务技能，能满
足各社会阶层对会展活动具体
服务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会展基础、会展英语、会
展电子信息设备应用、会
展项目策划、会展宣传推
广、招商招展、展会前期
筹备、展会现场服务和后
续服务、会议服务、特装

3+证书考试、自主
招生

会展服务与管理
（艺术高考班） 

1个班（25人） 高考课程
艺术高考、3+证书

考试
会展服务与管理
（体育高考班） 

1个班（25人） 高考课程
体育高考、3+证书

考试



烹饪与健康系

专业（方向） 班额（人数） 培养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 升学方式 三二分段合作高校

中餐烹饪（粤菜烹饪） 1个班（30人）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
修，面向星级酒店及中大型餐饮
企业，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
职业和文化素养，掌握中餐烹饪
、营养、餐饮管理等基本知识和
技能，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较强
创新能力，能从亊粤菜烹调的一
线岗位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术技能人才。

烹饪基础、粤菜原料加
工技术、厨房管理、烹
饪营养与膳食、粤菜烹
调技术、粤菜制作、中
式冷拼制作、粤式烧卤
、粤式风味菜肴、食品
雕刻、烹饪美术、成本
核算等课程

3+证书考试（可升本科）
、自主招生考试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冲本
班）

1个班（40人）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班[李
锦记希望厨师班]）

1个班（30人）

中餐烹饪（中高职贯通
班）

1个班（40人） 中高职三二分段贯通培养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班） 1个班（30人） 中职-大专融通 国家开放大学

中西面点（中式点心方
向）

1个班（30人）

面向星级酒店、宾馆、大中型餐
饮企业，培养具有基本的科学文
化素养、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较强的综合职业能力和一定的创
新意识、从事中式面点的一线技
术岗位工作、并具备一定管理能
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广东点心技术、西式点
心技术、烹饪基本功、
面点造型基础、中式面
点基础、面塑工艺、广
东点心制作、筵席点心
、地方风味点心、厨房
管理等

3+证书考试（可升本科）
、自主招生考试

西餐烹饪（含西厨、日餐
、东南亚餐）

2个班（60人）
面向星级酒店及中大型西餐餐饮
企业，培养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
需要、掌握现代烹饪、营养、餐
饮管理基本知识，具有较强西餐
烹饪技术和菜品创新能力，具备
良好职业素养和基本科学文化素
养，能从亊西餐烹调一线岗位工
作，并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西餐烹饪基础、烹饪美
术、西餐烹调技术、厨
房管理、营养配餐、西
餐英语、食品安全

3+证书考试（可升本科）
、自主招生考试

西餐烹饪（中高职贯通
班）

1个班（40人） 中高职三二分段贯通培养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西餐烹饪（烘焙技术与高
级饼店管理方向）

1个班（35人）

面向大中型烘焙食品加工企业、
星级酒店西饼房、高级饼店，培
养具备较强的烘焙技术、产品创
新及基本营销管理能力、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
并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素
质综合型人才。

烘焙基础、造型基础、
面包制作技术、蛋糕制
作技术、西饼制作技术
、烘焙营养与卫生、蛋
糕裱花装饰与应用、巧
克力及甜品制作、烘焙
经营与管理等

3+证书考试、自主招生考
试



商务外语系

专业（方向） 班额（人数） 培养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 升学方式 三二分段合作高校

商务英语（中高职
贯通班） 

1个班（50人）
面向珠三角办公行政、客户服务、涉外旅游
商贸及跨境电商行业。培养具备良好英语基
础和语言运用能力，熟悉国际商务基础业务
和文秘实务，懂得使用基本的现代化办公设
备，能完成简单翻译、行政接待、客户服务
与营销和跨境电商相关工作的人才。具有创
新意识和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质素劳动
者和复合型初级英语技能型人才，同时也为
学生升学、深造搭建立交桥。

综合英语、商务英语
听说、商务英语阅读
、商务英语写作、视
听说（外教）、英语
语法、旅游英语、呼
叫实务英语、跨境电
商等

中高职三二分
段贯通培养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
业学院

商务英语（涉外商
务管理方向班）

1个班（35人）
国际合作、3+
证书考试、自
主招生考试

商务英语 2个班（60人）
3+证书考试、
自主招生考试

商务日语（中高职
贯通班） 

1个班（30人）

面向涉外企事业单位对外贸易、商务外包、
国际采购、涉外会展服务一线岗位，培养具
有扎实的日语基本功、日本文化知识，掌握
一定的文秘，经贸、旅游等专业知识，具有
熟练的日语应用能力及一定的第二外国语
（英语）实际应用能力，适应市场经济、文
化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日语人才。

日语精读、日语视听
、商贸日语、日本文
化、综合英语、外贸
应用写作、国际贸易
实务、酒店管理实务
、现代办公室实务、
旅游心理、信息技术
、跨境电子商务

中高职三二分
段贯通培养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商务德语（中高职
贯通班） 

1个班（35人）

面向涉外企事业单位对外贸易、商务外包、
国际采购、涉外会展服务一线岗位，培养具
有扎实的德语基本功及欧盟文化知识，掌握
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及综合应用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具备一定的文秘、经贸、旅
游等专业知识，具有熟练的德语应用能力及
一定的第二外国语（英语）实际应用能力，
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复合型
应用型德语人才。

德语精读、德语视听
、商贸德语、德国文
化、综合英语、外贸
应用写作、国际贸易
实务、酒店管理实务
、现代办公室实务、
旅游心理、信息技术
、国际礼仪、跨境电
子商务

中高职三二分
段贯通培养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
学院

商务法语 1个班（35人）

面向对外贸易、商务外包、国际采购、涉外
会展服务等涉外企事业单位，培养具有扎实
法语基本功及熟悉欧盟文化知识，掌握听、
说、读、写等语言技能及综合应用和跨文化
交际能力，具备一定的文秘、经贸、旅游等
专业知识，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文化发展需
要的应用型法语人才。本专业学生经过三年
学习，具有熟练的法语应用能力及一定的第
二外国语（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可直接就
业或选择国内升读高职院校或赴法国升读本
科，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复
合型应用型法语人才。

法语精读、法语视听
、商贸法语、法国文
化、综合英语、外贸
应用写作、国际贸易
基础、酒店管理实务
、现代办公室实务、
旅游心理、信息技术
、国际礼仪、跨境电
子商务

3+证书考试、
自主招生考试



经济管理系

专业（方向） 班额（人数） 培养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 升学方式 三二分段合作高校

会计事务（国际财
务班方向班）

1个班（30人）
面向企业和会计服务机构，培养从
事会计、出纳、收银、财经文员等
岗位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财务会计、会计电算化、财
经法规与职业道德、财经文
员岗位实训、工商登记与社

保办理

国际合作、3+
证书考试、自
主招生考试

会计事务（中高职
贯通班）

1个班（50人）
中高职三二分
段贯通培养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金融事务（中高职
贯通班）

1个班（50人）

面向金融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
司），培养从事基础实务工作及在
其他企业单位从事资金业务的金融
事务技能型人才。

金融基础、证券投资业务与
实操、银行办公软件操作、
银行理财产品营销、银行柜
面业务与实训

中高职三二分
段贯通培养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
院

国际商务 1个班（40人） 面向阿里巴巴速卖通、敦煌网、亚
马逊、e-ｂａｙ等知名跨境电商的
大型外贸平台的在线客服、店铺运
营专员、产品专员，及外贸企业的
跟单员和业务员助理，物流企业的
货代业务员、单证员、客服等岗
位，培养符合行业和企业传统贸易
和跨境电商模式发展需要的、能胜
任相关职业岗位群工作的技能型应
用性专门人才。

国际贸易实务、跨境电子商
务实务、商务英语、商务谈
判、网络营销、报关与报检

实务

3+证书考试、
自主招生考试

国际商务（中高职
贯通班）

1个班（40人）
中高职三二分
段贯通培养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
院



传媒与形象设计系

专业（方向） 班额（人数） 培养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 升学方式 三二分段合作高校

电子商务 1个班（70人）

面向企事业单位从事电子商务和
移动电子商务、客户服务与管理
、网店美工、电商信息管理、初
级网站维护与管理、微店运营等
岗位，以实战运营为特色，培养
具有一定的电子商务知识与美工
设计基础技能，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及熟练的电商图片处理和软文
写作技能的新媒体运营技能型人
才。

电子商务英语、电子商
务基础、网络营销、网
店客服、网店运营、图
形图像处理、软文编辑
、商品拍摄、网店管理
软件

3+证书考试、自
主招生考试

电子商务（人工智
能商业应用与服务

方向）
1个班（30人）

电子商务（电子竞
技运动与管理方

向）
1个班（30人） 面向电子竞技行业培养具有电竞

运动、电竞解说、电竞裁判、视
频制作、赛事运营与推广以及各
行各业中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的
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中级人才。

网络营销实务、图形图
像处理、摄影摄像技术
、视频制作与处理、互
联网直播与解说、新媒
体运营、电子竞技概论
、电子竞技节目制作、
电子竞技赛事运营

3+证书考试、自
主招生考试

美发与形象设计 1个班（30人）

美发与形象设计
（中高职贯通班）

1个班（30人）
中高职三二分段
贯通培养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
学院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 年报名须知

1. 招收广州市户籍或有借读资格（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

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应届初中毕业生。

2. 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口齿清楚、无色盲。

3. 报名手续与录取工作按广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招生规定办理。

4. 有意报读我校考生须在中等职业学校类第一志愿报考。

5. 报读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必须是广东省户籍或者符合广东省

异地高考条件的考生。

6. 今年的录取分数线估计在430分左右，个别专业最低控制线350

分，具体以中考成绩公布为准。

7. 学校设有公寓式学生宿舍，可提供 510 多个宿位。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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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招生答疑

1.问：广州地区初中毕业生网上报考有限制条件吗？

没有，凡具有广州市户籍或广州学籍的初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

2.问：报考的考生在身体条件方面有没有具体规定？

考虑到旅游商务行业及专业的特点以及持续升学专业取向的限制，我校对考生在身

体条件方面具体要求是：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四肢健全、口齿清楚、无色盲，肝功能

不正常的考生建议不要报考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烹饪等专业。

3.问：学校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今年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

我校招生的专业比较多，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不一样，去年录取最高分 706，最低

录取控制线 460，今年的录取分数线估计与往年差不多。

4.问：达不到学校录取分数线是否能申请到学校就读？

未达到我校分数线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申请入学，① 有特长的可以申请参加特长生

面试（具体见《2021 年特长生招生简章》）；② 根据往年情况，中餐烹饪、美发与形象

设计专业、国际邮轮 350 分以上可以申请，其他专业 430 分以上可以申请。

5.问：非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是否可以补录？

可以。凡达到我校录取分数线未被录取的考生，需办理补录手续，一般安排在 7 月

22 日—7 月 31 日到我校补录（中考成绩公布第二天开始接受预登记），补录考生带备身

份证、户口本、初中毕业证、中考成绩单、德育考核表。

6.问：外地（外省、外市）考生能否录取到我校？

可以。外地（外省、外市）考生需办理补录手续，成绩需换算成广州市中考成绩（换

算公式为：考生考分/当地中考试卷满分*810），达到我校补录分数线可以录取。补录一

般安排在 7月 22日—7月 31日（中考成绩公布第二天开始接受预登记），补录时，带

备身份证、户口本、初中毕业证、中考成绩单、德育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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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问：今年是否招录特长生？

继续招收。特长生包括艺术特长生（声乐、器乐、舞蹈、钢琴、绘画、书法、粤剧

等），体育特长生（体育舞蹈、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毽球、网球、垒球、游

泳、跆拳道、田径、健美操等），礼仪特长生，其他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有一技之长的

学生，特长生不能低于录取线 100 分，且需要经过学校招生工作小组面试。

8.问：港澳、境外考生能否录取到我校？

港澳、境外考生视具体情况，由学校招生工作小组研究决定是否录取。

9.问：往届学生（包括已读高一高二）、未参加中考学生能否录取到我校？

可以申请，但需满足以下条件：① 网上招录后尚有空余名额。② 符合学校其他招录

条件。③ 综合排序择优录取。

10.问：往届生、复读生可以报读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班吗？

不可以，依据《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0年职业院校

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规定，“中职学段招生对象为广东户籍或

符合各地‘中考’报名条件的外省户籍应届初中毕业生”。

11.问：升读大学的途径有哪些？

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已基本完善，中职学生可通过“3+证书”考试、“自主招生考试”、

“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高职专业学院等方式进入全日制高职院校就读。2021年我校

“3+证书”考试上线率 100%，12个专业与省内优质高职院校开设了“三二分段”中高

职贯通班，2021年我校与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的专业学

院（全日制专科）烹调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专业正常招生。

12. 问：中职生可以直接考本科吗？

2018 年起，广东省在 4 所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5 个本科专业开展 “中职升本科 ”

试点，通过 “3+证书 ”考试，直接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我校中餐烹饪与营养

膳食、西餐烹饪、中西面点等专业可考韩山师范学院的烹饪与营养教育专业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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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问：不想读全日制高校，还有没其他途径拿到大专文凭吗？

学校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开设了中职+大专融通班，学生年满 17岁即可注册入读

大专课程，利用中职在校期间课余时间学习大专课程， 2.5年即可获得大专文凭，可继

续升读本科。

14.问：什么是粤菜师傅班？怎样报读？

粤菜师傅班是我校顺应乡村振兴战略，支持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精准扶

贫而开设的班级，旨在为广东欠发达地区学生提供享受我校优质育资源的渠道，培养有

志于传播粤菜文化、能吃苦耐劳的、具有匠心的粤菜传承人。

在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专业招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形式招生。

15.问：什么是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

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是李锦记资助有志青年免费学厨圆梦、为中餐业发

展培养未来之星的“精准扶贫”公益计划。由李锦记全额提供资助（全额学杂费+生活补

助+交通补贴），招收有志于传承粤菜文化、从事中餐烹饪工作、且经济上有困难的青年，

助力其成为传承粤菜文化、振兴乡村经济的粤菜传承人，为中餐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具

体见《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简介》）。

16.问：什么是粤菜师傅冲本班？

中餐烹饪（粤菜师傅冲本班）是针对韩山师范学院和岭南师范学院烹饪专业本科招收

中职毕业生的情况,对接本科学校实操考试要求,有针对性增设实训项目课程,开设的中

本升学班。

17.问：什么是白天鹅宾馆定制班？

白天鹅宾馆定制班是与白天鹅宾馆校企合作，定向为白天鹅宾馆培养企业人才的现代

学徒制班。采取“招生、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制。实行 3+2 人才培养模式，与白

天鹅宾馆和高职院校“三元融合”，分段共同培养。中职学制 3年。其中 2年在校学习，

0.5 年在企业学习，0.5 年顶岗实习。高职学制年。1 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年在企业实

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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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问：“乡村振兴茶艺定制班”、“茶艺师定制班”、“茶业营销定制班”三个班有什么区

别？

乡村振兴茶艺定制班:乡村振兴茶艺定制班是与海伦堡集团校企合作,面向连南地区

定向招生。由海伦堡集团提供资助每位学生每月 500 元生活费,每年按 12 个月计。招收

有志于传承中华传统茶艺文化、从事茶艺、茶营销、茶加工工作,助力其成为传承中华传

统茶文化、振兴乡村经济的茶文化传承人,为中华传统茶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

茶艺师定制班:茶艺师定制班是与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限公司合作的校企合作,定向

为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限公司培养企业人才的现代学徒制班。采取“招生、招工同步”,

校企“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培养。实行 3+2 人才培养模式。中职学制 3年。其中 2年在

校学习,0.5 年在企业学习,0.5 年顶岗实习。高职学制 2年。1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 年在

企业实习实践。

茶业营销定制班:茶业营销定制班是与八马茶业有限公司合作的校企合作,定向为八

马茶业培养企业人才的现代学徒制班。采取“招生、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制,校

企共同培养。实行 3+2 人才培养模式。中职学制 3年。其中 2年在校学习,0.5 年在企业

学习,0.5 年顶岗实习高职学制 2年。1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 年在企业实习实践。

招生咨询热线：020-84350126 020-84302391

招生咨询 Q 群二维码：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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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 年特长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项目

（一）选向生（入读专业以面试考官推荐、学生意愿、面试成绩

及中考成绩综合确定）

1．礼仪特长生

报考条件：男生身高 1.70米以上，女生 1.60米以上，五官端正，形象气质好。

2. 体育特长生

报考条件：有体育舞蹈、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毽球、网球、垒球、

游泳、跆拳道、田径、健美操等特长，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比赛奖励或区级

比赛前三名（团体或个人）的优先录取。体育特长及文化成绩突出的可以申请报

读体育高考班。

3.艺术特长生

报考条件：有声乐、器乐、舞蹈、钢琴、绘画、书法、粤剧等特长，获得国

家级、省级、市级比赛奖励或区级比赛前三名（团体或个人）的优先录取。艺术

特长及文化成绩突出的可以申请报读艺术高考班。

4. 其他特长生

其他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学生。

（二）定向生（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

报考条件：热爱时尚，有志报读“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男身高 1.65米以

上，女 1.56米以上，五官端正，形象气质好。

二、报名、面试时间

1.报名时间

5月 7日至 7月 9日（考生自行在学校网站 www.gzvstc.net下载或到学校

招生咨询室索取报名表，按要求填写后交回学校招生咨询室， ）

mailto:或发回学校邮箱gzlsz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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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试时间

第一段： 7月 3日（周六） 8：30－12：00，下午 14：00－16：00；

7月 4日（周日） 8：30－12：00

第二段： 7月 10日（周六） 8：30－12：00，下午 14：00－16：00；

三、特长生要求

1. 思想品德良好，德育考核良好以上，需提交初中阶段的学生手册。

2. 符合学校报考条件并通过面试，达到录取要求的特长生可降 100 分录取

3. 各类特长生可根据自身的基础和条件报读学校开设的专业。

4. 所有被录取特长生须与学校签订特长生管理协议。

招生咨询热线：020-84350126 84302391

招生咨询 Q群二维码：

注：

1. 提交了申请表即视为已报名，自行参加学校的面试，不另行通知。

2. 面试时考生需准备大一寸彩色免冠照 2张和有关获奖证书复印件。

3. 面试时自带测试装备（体育生穿运动服、运动鞋；艺术类非钢琴类乐器）。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 年 4 月 10 日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 年启能班招生简章

一、招生对象

面向持有残联核发第二代残疾证的轻度智力障碍（注：证书编号最末两位

为 54），广州市户籍初中应届毕业特殊学生，要求具有技能学习能力和生活自

理能力，志向学习面点烘焙职业技能。

二、招生人数

10 人（一个班）

三、招生专业

面点烘焙

四、学制

三年

五、上课地点

前进校区（广州市海珠区云桂大街 5号）

六、面试

面试时间、面试地点、面试所需材料统一由广州市教育局组织安排，通过

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的特殊学生面试，以及学校的职业能力评估。

咨询电话：84233540 转 818 张老师

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2021 年 4 月 10 日



收费标准

专 业 一费制学费(含教科书费) 住宿费

1.中餐烹饪

2.西餐烹饪（含烘焙技术与高级饼店

管理方向）

3.中西面点（中式点心方向）

4. 茶艺与茶营销

5.美发与形象设计

6.电子商务(含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方向、人工智能商业应用与服务方向)

1586（元/学期）

学生公

寓住宿，

住宿费

（含水

电、空调

费）

500 元/

学期。

7.国际商务

8.商务英语

9.商务日语

10.商务德语

11.商务法语

12.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含西式饮

品运营与管理方向、国际邮轮服务方

向）

13.旅游服务与管理

14.会计事务

15.金融事务

16.会展服务与管理（含艺术、体育高

考班）

1391（元/学期）



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简介

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是李锦记资助有志青年免费学厨圆梦、

为中餐业发展培养未来之星的“精准扶贫”公益计划。由李锦记全额提供资

助（全额学杂费+生活补助+交通补贴），招收有志于传承粤菜文化、从事中

餐烹饪工作、且经济上有困难的青年，助力其成为传承粤菜文化、振兴乡村

经济的粤菜传承人，为中餐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2021 年粤菜师傅班（李锦记希望厨师班）资助明细

序号 项目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备 注

1 学费 3,172 3,172 1,586

1586 元/学期（含体检费、材料费等；

第三学年收取第 1学期费用）；农村

户口及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生可享

受国家减免学费政策。

2 住宿费 1,000 1,000 500
500 元/学期（第三学年收取第 1 学期

费用）

3 保险费 50 50 50

4
校服费（含

鞋）

1978（男）
0 0

1866（女）

5 工服费 200 0 0

6 工具费 300 0 0

7 床上用品 385 0 0

8 考证费 0 0 300

9 军训费 60 0 0

10 健康证 110 110 110

11
通讯费（校

讯通）
120 120 120

12 生活费 6000 6000 3000
李锦记直接发给学生（每月 600 元，

每年发 10 个月；第三学年按半年算）

13
寒暑假交通

补贴
1000 1000 500

李锦记直接发给学生（寒暑假各 500

元）

14 开学路费 300 0 0
李锦记直接发给学生（开学报到时的

路费）

说明：

1、全日制学制三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获得广州市教育局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2、第三年第二学期是学生实习周期，学生可合理使用实习工资自行承担该阶段的生活开支。

3、如学生因重大违纪事件而被学校开除或由于自身原因而辍学，则资助关系立刻停止。

4、学生在学习期间，如因个人原因或因不可抗因素而遭遇的伤病、意外事故等产生的责任和费

用由学生本人自行承担。



白天鹅宾馆管理培训生专班简介

白天鹅宾馆管理培训生专班是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与白天

鹅宾馆校企合作，强强联合，定向为白天鹅宾馆培养梯队管理人才的

酒店管理班。采取“招生、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制协同育人，

实行“3+2”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中职阶段就读广州市旅游商

务职业学校，高职阶段就读与白天鹅宾馆合作的全国 A 类排名前 20

名的省内高职院校。

一、企业信息

公司名称：白天鹅宾馆

公司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南街 1 号

公司简介：白天鹅宾馆于 1983 年 2月正式开业，是中国第一家

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也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

自行管理的大型现代化酒店。1985 年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在

中国的首家成员；1990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首批三家五星级酒

店之一；1996 年荣列国家旅游局举办首次全国百优五十佳饭店评选

榜首；并连续多年被国际旅游指南和国际著名杂志报刊评为国际商务

人士到广州的首选酒店。经过三年多的全面升级改造，宾馆于 2015

年重新复业，经营业绩不断攀升，在“责任、合作、和谐、创新”的

价值观引领下，白天鹅致力将员工打造成行业专业精英。

二、管理培训生专班培养计划

1. 招生对象及人数：



以广州生源为主、广东省内生源为辅组建中高职人才培育班，人

数约 30人，由学校和白天鹅宾馆共同面试选拔。要求女生身高 160cm

以上；男生身高 170cm 以上，五官端正，形象气质好。入读高职阶段

前提必须是白天鹅宾馆员工，中职毕业及同等学历，广东省户籍或广

东省外户籍的需本人有广东省内 1 年以上的社保。

2. 培养方式

中职学制 3年。其中 2 年在校学习，0.5 年在企业学习，0.5 年顶

岗实习。高职学制 2年。1 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 年在企业实习实践。

交易会和寒暑假参加企业实践，按管理培训生培养，高职阶段根据学

习内容分别前往房务、餐饮实践，高职毕业后结合个人职业规划和企

业需求划分岗位。

3. 毕业证书

中职阶段全日制学制三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获得广州市教育

局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高职阶段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获得国家承认的全日制大专文凭。

4. 年度奖学金

结合考试成绩、学习态度、实习（践）表现设立中职阶段年度奖

学金。

(1)一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1500 元/人，比例不超过 6%。

(2)二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1000 元/人，比例不超过 10%。

(3)三等奖学金：奖励金额 800 元/人，比例不超过 14%。

5. 学费报销



茶艺师定制班简介

茶艺师定制班是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与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

限公司校企合作，协同培养，定向为大茶园茶业公司培养企业管理服

务人才的现代学徒制班。采取“招生、招工同步”，校企“双导师”

制，校企共同培养，实行 3+2 人才培养模式。

一、企业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公司简介：广州市大茶园茶业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茶事服务以

及茶叶供应商。创立于 2000 年,至今二十年始终坚持聚焦于茶事服务

领域,推动茶事服务行业标准化,拥有一套完整和系统的茶事服务管

理体系，为世界 500 强企业集团提供雅致茶事服务、品牌定制、商业



接待表演及培训服务。在国内同类茶事服务中市场占有率高达 68%，

成为行业领跑者。

二、定制班培养计划

1. 招生对象及人数：

以广州生源为主、广东省内生源为辅组建中高职人才培育班，人

数 30人，由学校和大茶园茶业公司共同面试选拔。招生要求：女生，

身高 158cm 以上，裸眼视力不低于 0.8，无色盲，五官端庄，无传染

性疾病，身体健康；积极向上，能吃苦耐劳；品行端正，无违纪违法

记录。入读高职阶段前提必须是大茶园茶业公司员工，中职毕业及同

等学历，广东省户籍或广东省外户籍的需本人有广东省内 1 年以上

的社保。



2. 培养方式

中职学制 3年。其中 2 年在校学习，0.5 年在企业学习，0.5 年顶

岗实习。高职学制 2（或 3）年（现代学徒制试点，以广东省教育厅

的批文为准）。1 年在高职院校学习，1 年在企业实习实践。交易会

和寒暑假参加企业实践。



3. 毕业证书

中职阶段全日制学制三年，学习期满、成绩合格获得广州市教育

局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高职阶段学制二（或三）年，毕业获得国家承认的全日制大专文

凭。

4. 年度奖学金

结合学员考试成绩、学习态度、实习（践）表现设立年度奖学金

评比制度，定制班中职阶段奖学金 4000 元/班/学期，共发放 5学期，

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方案，共同审批后发放。



5. 学费报销

中职阶段学费按照广州市物价局核准的统一收费标准收取，收费

标准为 1586（元/学期）。农村户口免学费，另可申请国家助学金。

高职阶段学费按照广东省高职院校统一收费标准收取，约 5500

元每学年，学生先行垫付，学制结束毕业后，在企业完成 2 年学徒制，

企业为符合条件的大专毕业生报销 50%的学费。



6. 薪酬待遇

(1)中职阶段跟岗、顶岗实习以企业订单班实习生待遇标准为准，

底薪+个人提成（个人外卖销售提成），根据不同实习区域，

设定不同底薪标准。

(2)高职阶段企业负责全程购买社保和发放学徒津贴、购买个人意

外商业保险。

(3)其他福利待遇：为学生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期间提供免费、符

合健康卫生标准、满足正常居住要求的食宿，食宿标准与乙方

正式员工相同，水电、煤气费由学生摊分自付。每天工作 8小

时，月休 5天，跟岗、顶岗实习期间，为学生购买承保 30万

元的商业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