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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旅〔2018〕15号 

 
 

关于印发《2018年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 
素质提升培训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旅游局、市旅游协会： 

为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实现“人才

强旅、科教兴旅”的战略目标，大力推进旅游从业人员队伍建设，

全面提升我市旅游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特制定《2018年日
照市旅游行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方案》，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望

对照各单位工作任务，认真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日照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8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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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 
素质提升培训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会议精神，实现“人才强旅、科教兴旅”的战略目标，更

好的服务全市“一三五”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旅游行业人员队伍

建设，全面提升我市旅游行业人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特制定

《2018年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落实中央《关

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

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为抓手，围绕全市旅游经济发展目标，

全面提高旅游人才队伍素质，更新教育培训观念，创新教育培训

方式，切实提升全市旅游服务质量，为“旅游富市”战略的实施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强化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达到旅游人才总量稳步增

长、素质明显提高、分布日趋合理的目标。培养一支政治业务素

质高，经营管理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系统掌握现代管理知识

和旅游专业知识，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化旅游人才队伍。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旅游教育培训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旅游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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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数量、内容、方式和人才规格来源于产业需求并适度超前。

教育培训要高起点、高标准，达到服务并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引

领旅游产业发展的目的。 

（二）坚持分级、分层、分类培训的原则。建立旅游部门和

旅游院校及旅游企业组成的培训体系分工协作，分别承担不同层

次、不同岗位、不同类别的培训任务，提高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和

针对性。 

（三）坚持全员培训、全岗培训的原则。适应市场竞争和员

工个人发展需要，开展上岗培训、岗位培训、技能培训、素质培

训、专题培训等，实现全员培训、全岗位培训的目标。 

四、培训任务及内容 

主要内容为：全域旅游，旅游新业态，旅游法律法规，旅游

安全，旅游宣传营销，旅游电子商务，旅游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

文明旅游与服务礼仪，特色民俗开发，旅游商品研发等。 

（一）全市旅游行政管理干部培训班 

（二）2018年日照市导游人员岗前培训班 

（三）2018年首期导游技能提升实训班 

（四）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双送一扶”培训活动 

（五）全市乡村旅游讲解员培训班 

（六）全市旅游商品培训班 

（七）全市景区管理人员培训班 

（八）全市乡村旅游深度对标学习培训班 

（九）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班 

（十）A级景区、星级酒店安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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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行社安全培训及旅游投诉处理培训班 

（十二）东港区旅游企业营销宣传推介培训班 

（十三）机关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十四）宾馆酒店从业人员培训班 

（十五）旅行社负责人培训班 

（十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十七）消防培训及消防演练培训班 

（十八）景区从业人员培训班 

（十九）涉旅企业负责人培训班 

（二十）浮来山风景区礼仪礼节培训班 

（二十一）浮来青旅游度假区 2018精英团队拓展培训班 

（二十二）洛河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二十三）龙山镇乡村旅游发展培训班 

（二十四）全县导游员（讲解员）培训班 

（二十五）全县乡村旅游发展培训班 

（二十六）丽正园景区管理与素质提升培训班 

（二十七）莒县餐饮（住宿）管理与服务培训班 

（二十八）旅游从业人员政务信息写作培训班 

（二十九）莒县旅游局全体干部职工拓展培训班 

（三十）全县旅游安全生产知识专题培训班 

（三十一）旅游商品开发培训班 

（三十二）景区（景点）规范化管理与服务提升培训班 

（三十三）全县旅游行业微信公众平台推广培训班 

（三十四）旅行社规范化管理与服务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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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旅游新业态考察学习培训班 

（三十六）旅游干部培训班 

（三十七）旅游景区管理提升培训班 

（三十八）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三十九）重点旅游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班 

（四十）旅游管理与营销培训班 

（四十一）旅游项目建设培训班 

（四十二）景点讲解员培训班 

（四十三）岚山区乡村旅游考察学习班 

（四十四）岚山区旅游饭店宾馆业务培训班 

（四十五） 旅游系统业务培训班 

（四十六）旅游产品开发营销培训班 

（四十七）精品民宿建设管理培训班 

（四十八）冬季旅游安全专题培训班 

（四十九）全县开展“送智下乡”培训活动 

（五十）旅游业务强化培训班 

（五十一）大青山景区市场营销培训班 

（五十二）大青山景区服务质量提升培训班 

（五十三）五莲山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培训班 

（五十四）五莲县全域旅游PPP项目和温泉项目外出考察培训班 

（五十五）黑虎山景区清华大学“创业齐鲁训练营”培训班 

（五十六）联合县委党校、县组织部开展青年干部培训班 

（五十七）全县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五十八）全县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从业人员营销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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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全区民俗旅游经营管理培训班 

（六十）全区旅游信息化应用培训班 

（六十一）全区小型游艇经营管理培训班 

（六十二） 全区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班 

（六十三） 全区旅游行业宣传营销培训班 

（六十四）全区酒店精细化管理培训班 

（六十五）全区旅游企业提质增效培训班 

（六十六）全区传统民俗文化知识培训班 

（六十七）全区旅游行业法制教育培训班 

五、培训方式 

    我市 2018年旅游行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分工负责、注重创新、统筹推进，务求实效。采取旅

游大讲堂、专题讲座、岗前培训、岗位练兵、以赛带训、外出参

观学习等形式，做到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集中培训与企业自

主培训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际操作相结合。  

六、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加强领导。为加强对全市旅游行业人员培

训的领导，市旅发委成立以党组书记、主任王均波同志为组长，

其他领导为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和区县旅游局局长为成员的行

业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业培训科，由行业培训科制定

2018 年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培训方案，针对不同的培训内容由各相

关职能科室、各区县局和有关培训单位负责计划的组织实施。 

（二）统筹协调，层级落实。市旅发委统筹协调 2018年全市

旅游行业人员培训工作，具体负责旅游行政管理人员、旅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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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培训，导游人员资格、导游等级考试的培训工作。区县旅游

局负责本县区旅游企业中层以下人员、业务骨干、一线员工的旅

游技能、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培训。各旅游企业要将教育培训作

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积极参加市、区县组织的各类培训

活动。并根据实际情况，围绕应知应会认真组织开展技能提升等

内部培训。 

（三）及时上报，全面宣传。培训活动中，要高度重视媒体

宣传，及时邀请新闻媒体记者参加活动，搞好宣传报道。并安排

专人负责，抓好培训信息的上报。 

（四）监督考核，注重实效。2018 年全市旅游行业人员培训

活动已纳入 2018年度区（县）旅游工作绩效考核，考核重点是：

培训方案、影像、文字记录、宣传报道等，根据培训效果和综合

考核情况进行加分、扣分。 

各区县旅游局要做好培训统计报表等相关工作，及时整理档

案资料，整理内容包括：办班通知、计划安排、学员名册（含详

细地址和联系方式）、授课教师和专家名册、培训资料、图片及宣

传报道、各期培训小结报市旅发委行业培训科。6月 20日前报送

上半年行业培训情况总结，12 月 20 日前报送全年行业培训情况

总结。 

 

附件：1．2018 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工作领导

小组名单 

2．2018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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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 
素质提升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王均波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副组长： 张荣英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副书记、调研员 

赵志超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禚  磊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李  杨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 

刘庆仁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调研员 

成  员： 郑丽丽  东港区旅游局局长 

     刘  丽  岚山区文体旅游局局长 

贾庆毅  莒县旅游局局长 

刘玉燕  五莲县旅游和文体广电局局长 

     于  冰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旅游局局长 

马  超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刘全国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综合协调科科长 

刘贤伟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市场科副主任科员 

匡  伟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监督管理科科长 

冯海燕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规划发展科科长 

李永锋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行业培训科科长 

王常园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信息咨询中心主任 

朱  强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数据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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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文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形象推广科科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业培训科，李永锋任办公室主任，负

责制定 2018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培训计划，并督导培训工作的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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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日照市旅游行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计划表 

主办单位 培训班名 培训时间 

全市旅游行政管理干部培训班 4月份 

2018年日照市导游人员岗前培训班 4月份 

2018年首期导游技能提升实训班 3月份 

联合市人社局开展“双送一扶”培训活动 全年 

全市乡村旅游讲解员培训班 6月份 

全市旅游商品培训班 5月份 

全市景区管理人员培训班 10月份 

市旅发委 

全市乡村旅游深度对标学习培训班 11月份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素质提升培训班 2-5月份 

A级景区、星级酒店安全培训班 3月份 

旅行社安全培训及旅游投诉处理培训班 4月份 

东港区旅游企业营销宣传推介培训班 4月份 

机关人员能力提升培训班 4月份 

宾馆酒店从业人员培训班 10月份 

旅行社负责人培训班 11月份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11月份 

消防培训及消防演练培训班 11月份 

景区从业人员培训班 12月份 

东港区 

涉旅企业负责人培训班 12月份 

岚山区 旅游干部培训班 3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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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区管理提升培训班 3月份 

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4月份 

重点旅游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班 5月份 

旅游管理与营销培训班 5月份 

旅游项目建设培训班 9月份 

景点讲解员培训班 9月份 

岚山区乡村旅游考察学习班 10月份 

岚山区旅游饭店宾馆业务培训班 10月份 

旅游系统业务培训班 11月份 

旅游产品开发营销培训班 11月份 

精品民宿建设管理培训班 12月份 

冬季旅游安全专题培训班 12月份 

浮来山风景区礼仪礼节培训班 1月份 

浮来青旅游度假区 2018精英团队拓展培训班 1月份 

洛河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培训班 2月份 

龙山镇乡村旅游发展培训班 3月份 

全县导游员（讲解员）培训班 3月份 

全县乡村旅游发展培训班 3月份 

丽正园景区管理与素质提升培训班 3月份 

莒县餐饮（住宿）管理与服务培训班 4月份 

旅游从业人员政务信息写作培训班 4月份 

莒县旅游局全体干部职工拓展培训班 4月份 

全县旅游安全生产知识专题培训班 5月份 

旅游商品开发培训班 5月份 

莒县 

景区（景点）规范化管理与服务培训班 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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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旅游行业微信公众平台推广培训班 10月份 

旅行社规范化管理与服务培训班 11月份 

旅游新业态考察学习培训班 12月份 

全县开展“送智下乡”培训活动 全年 

旅游业务强化培训班 全年 

大青山景区市场营销培训班 3.19-23 

大青山景区服务质量提升培训班 3.26-30 

五莲山旅游度假区市场营销培训班 3.10-11 

五莲县全域旅游 PPP项目和温泉项目外出考察培训班 1.25-27 

黑虎山景区清华大学“创业齐鲁训练营”培训班 4.9-13 

联合县委党校、县组织部开展青年干部培训班 
3、10、12
月份 

全县乡村旅游一线从业人员培训班 12月份 

五莲县 

全县景区、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从业人员营销培训 12月份 

全区民俗旅游经营管理培训班 4月份 

全区旅游信息化应用培训班 4月份 

全区小型游艇经营管理培训班 4月份 

全区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培训班 5月份 

全区旅游行业宣传营销培训班 10月份 

全区酒店精细化管理培训班 11月份 

全区旅游企业提质增效培训班 11月份 

全区传统民俗文化知识培训班 12月份 

山海天 

全区旅游行业法制教育培训班 12月份 
    
 
 
 
 
日照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3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