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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简介



专业背景硬

2018年获批湖北省
特色专业

2005年

创建
酒店管理专业

专业累计毕业生

达2199余人

2019年获批国家级
骨干专业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重点专业

拟首批

实现专升本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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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精       术业有专攻

1.酒店管理
职业经理人

      4.新媒体运营

   3.民宿经营管理

2.国际旅游与
酒店管理

掌握数字化酒店营销、数字化客户管理、
新媒体运营管理知识、以及数字化商务管
理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掌握现代酒店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数字化营销知识与技能，能熟练运
用商务沟通与商务服务技能，具备现代职业价
值观的高素质管理与服务人才。

培养掌握现代旅游与酒店经营管理理念、知识、
法规和技能，能够熟练运用至少一门以上外语
的，高素质综合型国际化旅游及酒店管理人才。

培养一批既有深厚的理论积淀，又有独
立创新的立体思维的“民宿管家”专业
人才。



1.酒店管理职业经理人方向    计划：300人

培养优势：与知名连锁酒店合作开展订单班，采
用学徒制培养，酒店管理层、各部门经理作为师
父参与学生培养，让学生以最快的速度成长成为
酒店职业经理人后备力量。

合作单位：武汉荷田大酒店、万豪国际集团、丽
思卡尔顿酒店、瑞吉酒店。

就业优势：订单式培养，让学生在实习期间就可
以保障就业。



2.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方向    计划：50人

       培养优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熟
悉本土市场环境，兼具专业性和创新性，具备
跨文化交际能力，掌握现代旅游与酒店经营管
理理念、知识、法规和技能，能够熟练运用至
少一门以上外语的高素质综合型国际化旅游及
酒店管理人才。

       合作单位：海外旅行社、迪拜亚特兰蒂斯

       就业优势：与海外企业有近10年的深度合
作，能够保障高质量就业。



3.民宿经营与管理方向    计划：100人人

       1.培养优势：随着人们审美需求和文化
素质的提升，民宿行业被认为是第三产业中
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服务行业。

       2.合作单位：携程旗下旅悦集团花筑品
牌民宿店长管培生。

       3.就业优势：系统学习民宿经营管理知
识，为创新创业打下基础。



4.酒店管理新媒体运营管理方向    计划：100人

       培养优势：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在酒店行业
各部门采用云端数字化系统提供住客服务管家、
客房管家等各岗位开展认知、并结合新媒体技术
在酒店行业的运用进行实践操作训练。

       合作单位：武汉酒店行业协会、携程旅游平
台、数字媒体运营企业。

       就业优势：数字化运营是酒店管理新趋势，
新媒体营销、数字媒体运营是未来商业发展的新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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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特色



专业亮点多      

中国优秀礼仪文化

培养现代职业价值观

传承中国礼仪

展示中国服务

      



专业亮点多      

妆容、着装一个不漏

打造个人形象管理

      



专业亮点多    

酒店美学、插花、

茶艺、烘焙 、调酒

提升美学鉴赏

      



专业亮点多      

校政行企

联合培养协同育人

      



专业亮点多      

职业场景化的

课堂

     培养现代酒店运营人才的专业



专业亮点多      

校政行企

大咖云集

     培养现代酒店运营人才的专业



专业亮点多      

师父一对一指导

     培养现代酒店运营人才的专业



专业亮点多      

遍布全球泛酒

店业的校友

     培养现代酒店运营人才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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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师资



强

01

02

03

04

高职称
16人

国家名师
2人

专职教师，
26人，

其中海外学习经历2人

企业兼职教授5人
企业兼职教师12人



企业名师
何学梅

北京丽思卡尔顿酒店人力资

源总监、天津丽思卡尔顿酒

店人力资源总监，酒店管理

专业湖北省楚天技能名师。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

专业特聘教授。

湖北省楚天技能名师



武汉市酒店行业协会会长

企业名师
项家梅

武汉荷田大酒店总经理，       

武汉市酒店行业协会会长,     

先后获“中国酒店业金鹰奖”、   

“年度杰出酒店总经理”、

“中国酒店业金光奖”、   

“中国酒店业杰出女性人物”

等。武汉商贸职业学院酒店管

理专业特聘教授。



知名教授
李荣建

       武汉大学教授,我国知名阿拉

伯问题专家,著名礼仪专家；现任

湖北省礼仪学会会长，湖北省演讲

协会副会长。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

现代管理技术学院特聘教授。

武汉大学教授、名师



行业名师
叶丹茗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酒店接待裁判长；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技术指导专

家组组长；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酒

店接待全国选拔赛裁判长；资深行

业管理及教育培训专家。武汉商贸

职业学院客座教授。

世界技能大赛名师



中国饭店协会服务名师

协会名师
王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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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实训



编号 实训室名称 现开出的实训项目

1 中、西餐厅实训室
餐饮服务与管理

餐饮服务技能实训
2 咖啡室 咖啡技能

3 大益茶室
茶艺技能

酒店市场营销

3 前厅实训室 前厅服务与管理实训

4 客房实训室 客房服务与管理实训

5 化妆间 职业形象化设计

6 形体房 旅游类专业礼仪训练

7 调酒实训室 调酒训练

8 美好生活+酒店美学工作室 专业群建设孵化室

9 烘培实训室 烘焙技能

10 PA布草实训室 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

11 中西宴会设计与服务实训室 酒店餐饮服务与管理、宴会设计与服务

12 VR实训室 酒店督导管理实务、客户服务与管理、跟岗实习

13 酒店数字化营销实训室 酒店信息管理技术、酒店前厅与客房管理、酒店财务管理、酒店经
营管理

14 酒店信息化管理实训室 酒店收益管理、酒店信息管理

15 湖北省礼仪学会学校工作部 酒店美学、艺术鉴赏、新媒体营销

酒店管理专业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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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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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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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

教育部1+X证书
世界技能大赛岗课赛证融通

礼仪风采大赛



师生成果多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奖项

1 湖北省职业技能大赛导游服务赛项抽测组
2019.11 湖北省文化与旅游厅 二等奖

2 湖北省职业技能大赛导游服务赛项抽测组
2019.11 湖北省文化与旅游厅 三等奖

3 2018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中
西式宴会服务 湖北省教育厅 三等奖

4 2018幺麻子杯第七届全国饭店业职业技能竞
赛（湖北赛区）

湖北省烹饪酒店行业协会、武汉餐
饮业协会、武汉酒店行业协会 金奖

5 2019武汉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 茶艺技
能大赛 湖北省教育厅 三等奖

6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武汉市选拔赛酒店接待
项的比赛 湖北省教育厅 三等奖

7 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三级
跳远 湖北省政府 第二名

8 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跳远 湖北省政府 第三名

9 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跳高 湖北省政府 第三名

10 湖北省第十二届大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 湖北省政府 第三名

11 第二十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丙组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 第二名

12 第十五届湖北省运动会武术项目比赛女子初
级拳术 湖北省政府 第一名

13 第十五届湖北省运动会武术项目比赛女子初
级器械 湖北省政府 第一名

14 第十五届湖北省运动会武术项目比赛女子团
体总分 湖北省政府 第三名

15 2018全国大学生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
女子组

中国轮滑协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
会 第二名

16 第八届“巽振”杯全国旅游院校导游大赛优
秀奖 中国旅游协会 优秀奖

17 第二届“起点杯”“共享全民阅读 重温中国
历史”阅读竞赛 湖北省职教院校图书馆协作委员会 优秀奖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竞赛获奖表（部分）

酒店管理专业教师竞赛获奖表（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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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实习就业



全球高星级连锁酒店管理
全球连锁民宿品牌店长

奢侈品营销与管理
旅游平台大数据管理酒店

新媒体运营
政务服务等

就业岗位广



企 业 反 馈 好

天津丽兹卡尔顿
酒店优秀实习生

武汉皇家格雷斯酒店
先进实习集体

上海千禧海鸥大酒
店先进实习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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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优秀毕业生



优秀毕业生秀一秀

02

学习目标之一

14级曹银银，迪拜亚特兰蒂斯酒
店就业，VIP客户管理。

•在迪拜，许多人的英语发音里带有当地
口音，这些都需要她慢慢适应，其次就
是快速熟悉当地旅游线路、风土民情以
及善于和客户沟通交流，并及时解决在
旅游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学习目标之一

01



优秀毕业生秀一秀

02

学习目标之一

17级皮瑞，迪拜欧贝罗伊酒店实
习，现任武汉卓尔酒店行政酒廊
主管。

17级李路畅，澳门永利酒店调酒师。

学习目标之一

01



优秀毕业生秀一秀

02

学习目标之一

•2017年10月陈思思前往阿布扎
比诺富特酒店，担任前厅主管职
位，在2018年获得最佳员工奖。
月薪在10000左右。 学习目标之一

01
17级国际酒店与旅游项目 刘艳
君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dfs机场
免税店香奈儿专柜VIP客服



优秀毕业生秀一秀

02

学习目标之一

16级国际酒店与旅游项目 罗力 
迪拜旅行社就业 

学习目标之一

01

       18级酒店专业刘德成，上
海阿纳迪酒店实习期间升职大堂
经理。



感 谢 聆 听

欢 迎 咨 询

武汉商贸职业学院旅游大类
酒店管理专业、西餐工艺专业、旅游管理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