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单独招生职业技能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试说明 

我院本年度各专业单独招生考核测试均采取文化基础考试、职业

技能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试相结合的形式对考生进行综合测试。文化基

础考试满分为 200分，职业技能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试满分为 200分（空

乘专业为 400分，会按照 50%折合计入总分），为帮助考生备考，现把

各专业“职业技能测试”和“综合素质测试”环节说明如下： 

1.国际贸易实务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为：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于报考专业发展现状

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于报考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及目标定

位，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及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将增加安排基本职业技能考核，模式如下： 

由教师和考生组成进出口买卖双方角色，设定国际贸易磋商环境，

进行国际贸易类情景模拟对话。情景主要为国际贸易谈判中贸易条款

的问答对话。 

（2）综合素质测试 (100分)  

在考察学生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语言、逻辑思维等基础上，

现场由评委随机提问，考察学生的语言表达应变能力等，为考查学生

英语基础水平，个别简单问题可以通过英语提问的方式进行。 

2.连锁经营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为：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



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于报考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及目

标定位，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及考生的服务意识与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将增加安排基本职业技能考核，模式如下： 

现场提供一种产品,考生两分钟时间内，通过多种形式的销售方式

（如产品介绍、功能演示、互动答疑等），完成该产品的基本介绍与销

售。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在考察学生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语言、逻辑思维等基础上，

主要通过交流提问的方式，测试考生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及

应变能力等。 

3.商务英语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为：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商务英语专业相关行

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未来人生目标，人生规划，职

业兴趣与商务英语专业的相关度。考生在商务英语专业相关岗位上的

职业发展潜力等。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现场由评委对考生进行英语提问,要求考生用英语展开阐述，表达

自己的观点。主要考察考生的英语听、说能力、逻辑思维、心理素质、

职业认同感、专业发展潜力等。 

4.物流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为：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于物流管理专业发展

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于物流管理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

及目标定位，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及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将增加安排基本职业技能考核，模式如下： 

在规定时间内，根据现场抽取题目中给出的货物具体情况（如名

称、数量、始发地、目的地等），设计出物流运输方案。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学生进行自我介绍； 

考察学生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语言、逻辑思维；现场由评委

对考生进行提问，通过交流提问的方式，测试考生语言表达能力、逻

辑思维能力等。 

5.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为：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于报考专业发展现状

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于报考专业的岗位认知、兴趣及未来职

业发展目标定位，以及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及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主要考察考生的心理素质、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素质能力。在考察学生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

语言、逻辑思维等基础上，现场由评委随机提问。根据测试顺序，采

用考生自我介绍和评委提问考生回答的方式进行测试。 

6.财务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为：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于报考专业发展现状

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于报考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及目标定

位，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及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将增加安排基本职业技能考核，模式如下： 

    基本职业技能考核项目为会计凭证的制作，主要测试考生是否具

备会计实务处理的基本技能。具体测试内容为在给定的记账凭证上，

根据提示的经济业务内容，正确填写记账凭证的编号、日期、摘要、

总账、明细科目、金额、附件张数、制单人员签名等内容。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主要考察学生的仪容仪表、精神面貌、社会综合适应能力、文明

礼貌、语言、逻辑思维、心里素质及专业认知等。根据测试顺序，采

用考生自我介绍和评委提问的方式进行测试。 

7.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职业技能考核主要包括：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建筑工程管理

专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了解，考生对建筑工程管理专业基础知

识的掌握（只针对春季高考考生），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和学习兴趣，

考生在行业的发展潜力等。 

考核内容 分值分布 考试内容 

专业技能 100 分 

专业技能考试主要考查考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相关专业理论

知识的掌握。共有 10-15 道题，考生从中选择 5 道题进行作

答。试题举例如下： 



（1）水准仪的使用方法。 

（2）简述混凝土的概念及组成。 

（3）建筑施工技术的内容有哪些。 

（4）BIM技术的含义。 

（5）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6）建筑物中的承重构件有哪些。 

（7）混凝土建筑和钢结构建筑的区别是什么 

（8）哪些建筑是钢结构建筑 

（9）怎样能盖成一栋坚固、耐久、经济、适用的建筑。 

（10）怎样能学好建筑工程管理专业。 

（11）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市场。 

（12）建筑工程的项目经理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和素

质？ 

（13）中国建筑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基本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考核的内

容有：考生是否对专业有认同度，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仪

容仪表是否得体，礼仪是否得当；考生的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

考生的应变和处事能力；考生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和精神面貌情况

等，由考生随机抽取考题进行回答。 

考核内容 分值分布 考试内容 

面试 100 分 

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基本职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以抽签方

式挑选问题并进行回答。 

第一个问题可能涉及学校、家庭、社会、个人生活习惯、

自我认知等，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 

第二个问题主要考察学生对建筑工程管理专业的认识和

看法，包括兴趣、职业规划和专业认知能力。 



第三个问题提出当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让考试加以

分析，考察考生是否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作答后，面试老师补充提问。在学生回答问题过程中还

要考核其精神面貌、语言表达、沟通能力、心理素质、个人

特长和优势等方面的内容。 

测试重点：考生对专业有较强的认同度，能正确着装，注重仪容

仪表，在面试的整个环节注重礼仪，能在把握主题的基础上，条理清

晰、层次分明，心理素质好、能准确且充分地表达个人观点，并具有

一定的创新思维和应变能力。 

8. 物业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职业技能考核主要包括：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物业管理专业

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了解；考生对物业管理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

情况（只针对春季高考考生）；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学习兴趣和发展

潜力等。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测试形式为面试，着重考核考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具体考核

内容为：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应变处理能力、心理素质、礼仪礼

貌、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等方面。面试题目随机抽取，每位考生

面试时间为 10分钟，考官根据考生面试表现独立评分。 

9.建筑设备工程技术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职业技能测试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本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的认知与了解，具体包括：考生对本专业的职业态度、目标定位以及



考生对本专业对应职业的认同感；本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只

针对春季高考考生）等。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着重考核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具体考核内容为：

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应变处理能力、心理素质、礼仪礼貌、身体

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等方面，由考生随机抽取考题进行回答。 

10.工程造价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职业技能测试主要包括：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工程造价专业

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针对春季高考考生）、几何图形的面积、体积

计算规则（针对夏季考生）、考生对工程造价职业态度和目标定位的

认知情况，考生对工程造价专业发展现状的了解和未来就业的认识等

方面。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着重考核考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具体考核内容

为：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应变处理能力、心理素质、礼仪礼貌、

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等方面。面试题目随机抽取，每位考生面试

时间为 10分钟，考官根据考生面试表现独立评分。 

11.新能源装备技术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职业技能测试以面试的形式考核考生对新能源装备技术专业的发

展现状和趋势的认知与了解，具体包括：考生对本专业的职业态度、



目标定位以及考生对本专业对应职业的认同感；同时考查学生对新能

源相关基础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只针对春季高考考生）等。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着重考核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具体考核内容为：

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能力、应变处理能力、心理素质、礼仪礼貌、身体

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等方面，由考生随机抽取考题进行回答。每位考

生面试时间为 10分钟，考官根据学生实际表现进行独立评分。 

12.烹调工艺与营养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包括考生对餐饮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

生对从事餐饮行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标定位；职业认同感；考生

能够从事餐饮行业的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除测试上述内容外，增加基本职业技能测试，测试

内容主要包括烹饪基本烹调技法、菜系及代表菜等专业应知应会知识。 

采用现场测试的方法进行，夏季考生从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

试题进行作答；春季高考考生除抽取职业技能测试题外，还需在基本

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试题进行现场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

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主要测试内容包括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

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礼仪礼貌。考生从面试题库中



抽取一道试题进行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

束。 

13.西餐工艺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包括考生对餐饮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

生对从事餐饮行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标定位；职业认同感；考生

能够从事餐饮行业的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除测试上述内容外，增加基本职业技能测试，测试内容

主要包括西餐餐具种类、西餐礼仪、西餐菜系等专业应知应会知识。 

采用现场测试的方法进行，夏季考生从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

试题进行作答；春季高考考生除抽取职业技能测试题外，还需在基本

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试题进行现场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

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主要测试内容包括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

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礼仪礼貌。考生从面试题库中

抽取一道试题进行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

束。 

14.中西面点工艺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包括考生对餐饮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

生对从事餐饮行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标定位；职业认同感；考生

能够从事餐饮行业的职业发展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除测试上述内容外，增加基本职业技能测试，测试内容

主要包括揉面手法、下剂手法、压皮步骤等专业应知应会知识。 

采用现场测试的方法进行，夏季考生从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

试题进行作答；春季高考考生除抽取职业技能测试题外，还需在基本

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试题进行现场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

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主要测试内容包括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

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礼仪礼貌。考生从面试题库中

抽取一道试题进行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

束。 

15.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包括考生对食品营养及食品检测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

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从事食品营养与检测行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

标定位；职业认同感；考生能够从事食品营养与检测行业的职业发展

潜力。 

春季高考考生除测试上述内容外，增加基本职业技能测试，测试



内容主要包括营养知识常识、化学基础知识、基本化学试剂配制及实

验操作等专业应知应会知识。 

采用现场测试的方法进行，夏季考生从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

一道试题进行作答；春季高考考生除抽取职业技能测试题外，还需在

基本职业技能测试题库中抽取一道试题进行现场作答。作答结束后，

由现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主要测试内容包括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

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礼仪礼貌。考生从面试题库中

抽取一道试题进行作答；作答结束后，由现场评委进行赋分，测试结

束。 

16. 电子商务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学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

业培养潜力。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a、考察考生对现在电子商务行业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

法； 

b、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一个网店，介绍自己网店的策划、

网店创建，网络购物的渠道及心得、网上开店的体会等。（口述） 

c、考察考生对电子商务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标定位。 

    d、考察考生的职业认同感。主要包括对电子商务行业工作的认知、、



发展、前景以及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机会和风险认知。 

e、考察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主要包括终身自我学习能力的考察、

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a、语言表达、逻辑思维；b、应变能力及处事能

力；c、心理素质；d、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e、礼仪礼貌。 

17.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学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

业培养潜力。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a、考察考生对现在计算机行业的认识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主要包括 O2O、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知识的了解，以及计算机

未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b、考察考生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基本职业技能。主要包括计

算机的组成、网络的拓扑结构、图形图像的处理、办公软件的熟练使

用等。 

c、考察考生对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标定位。

主要包括对计算机行业发展的认同、感兴趣的知识点以及对未来毕业

后的设想。 

d、考察考生的职业认同感。主要包括对计算机行业工作的认知、

计算机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从事计算机行业的机会和风险认知。 



e、考察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主要包括终身自我学习能力的考察、

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以及对搜索引擎的使用心得。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a、语言表达、逻辑思维；b、应变能力及处事能

力；c、心理素质；d、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e、礼仪礼貌。 

18.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学生专业背景知识及专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及

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a.考生对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专业的发展现状及发展情况的了解。 

b.考察考生的职业认同感。主要包括对数字媒体行业工作岗位的

认知，以及从事该行业的机会和风险认知。 

c.考生是否学习过相关课程并熟练掌握相关软件(如图形图像处

理软件、视频编缉处理软件、动画制作软件等)，请将自己擅长的软件

功能作简要介绍，并介绍自己曾经做过的作品。 

d.考生认为该专业课程学习的特点是什么。 

e.考察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主要包括终身自我学习能力的考察、

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a、语言表达、逻辑思维；b、应变能力及处事能

力；c、心理素质；d、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e、礼仪礼貌。 



19. 软件技术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学生专业行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

备专业培养潜力。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a、考察考生对现在软件技术（含移动互联应用技术）行业的认识

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b、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具有一定难度的数学或 C语言题

目，讲解其解法，通过自我解答，体现考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等。 

c、自由表达考生灵活变换处理、思考问题的能力，体现个人思维

潜力。 

    d、考察考生的行业认同感、责任感、使命感。主要包括对技术编

程、应用行业工作的认知、、发展、前景以及从事软件行业的机会和意

志力认知。 

e、察考生的职业发展潜力。主要包括终身自我学习能力的考察、

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考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具体考核内容：a、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行为协作；b、应变能

力及处事能力；c、心理素质；d、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e、礼仪

礼貌。 

20.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整体要求： 

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  

职业技能: 

考试满分 100分，包括三部分：形象展示（20分）、案例分析（60

分）、知识问答（20分），总时间为 2-3分钟。旨在考查考生对会展

策划与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考生对会展专业的

职业态度；对会展、活动及相关产业的兴趣及自身学习和发展目标定

位；考查考生的职业认同感及在会展及相关行业的职业发展潜力。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满分 100 分，考核内容:1）语言表达,逻辑思维;2）

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3）心理素质;4）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5）

礼仪礼貌。主要测试考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考核：考生抽取题目，

考生现场作答，根据考生综合表现给出得分。 

21.酒店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考生对酒店行业背景的认知程度和是否具备

酒店行业培养潜力。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考生对酒店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认知与了解。 

 酒店行业的基本职业技能。 

 考生对酒店管理专业的态度、兴趣和职业目标定位。 



 考生对从事酒店行业的认同感 

 考生在酒店行业的发展潜力 

夏季考生考核（1.3.4.5）项；春季高考考生考核（1.2.3.4.5）

项。第 2项仅涉及酒店管理的基本职业技能知识问答，暂不考虑摆台、

做床等技能实操考试。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主要考查参加酒店管理专业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应

具备的基本素养、职业发展潜质、酒店服务实践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

具体主要包括： 

A 职业道德（20分） 

 对酒店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和职责有一定了解，对酒店管理职

业有较高的认同，有正确的职业认知和价值取向。 

 对加入酒店行业有较强的愿望。 

 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B 心理素质（20分） 

 乐观开朗，积极上进，有自信心。 

 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和自控能力,不偏激，不固执。 

 能够冷静地处理问题，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C 仪表仪态（20分） 

 衣着整洁，仪表得体，符合酒店管理职业特点。 

 五官端正，姿态自然，肢体表达得当。 

 行为举止稳重端庄大方，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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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言语表达（25分） 

 口齿清楚，语速适宜，表达准确，简洁、流畅。 

 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并能够较准确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交流中尊重对方、态度和蔼，并能做出恰当的回应。 

E 思维品质（15分） 

 思维严密，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能正确地理解和分析问题，抓住要点，并及时做出适当的反应。 

 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问题，思维灵活，有较好的应变能力和创

新意识 

22.旅游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

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  

旅游管理专业职业技能测试采用面试方式，考生任意选以下三个

话问题之一进行阐述 

1）考生对于旅游行业发展状况的认识; 

2）考生任选一个当前的热点话题（不限于旅游）阐述个人观点; 

3）考生可以任选山东省内旅游景区、风物特产、地方风俗文化或

城市概况等进行讲解。满分 100 分，包括三部分：形象礼仪和自我介

绍 20分、问题阐述 60分、现场问答 20分。 



主要考察： 

1）考生对旅游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的认知与了解;  

2）考生对旅游管理专业的职业态度、兴趣和目标定位; 

3）考生对于旅游行业的职业认同感以及职业能力; 

4）从事旅游专业的基本职业技能，即考察考生专业学习的专业性

和规范性。（第 4条仅涉及春季高考考生）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面试满分 100分,测试考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考生现场抽取题

目，现场作答，根据考生综合表现给出得分。 

具体考核内容: 

1）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 

2）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 

3）知识结构 

4）心理素质、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 

5）礼仪礼貌、形象和气质。 

23.应用韩语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 （100分） 

整体要求：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

业培养潜力。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1）表达沟通能力、社交礼仪常识； 

2）考生对外语专业的工具定位的认知与把握; 



3）对韩国文化及韩国语学习有正向认识； 

4）考生对应用韩语专业的发展趋势和目标定位; 

5）考生对涉外工作的认知与意愿。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满分 100分,具体考核内容: 1）语言表达,逻辑思维;2）

应变能力及处事能力;3）心理素质;4）身体健康状况及精神状态；5）

礼仪礼貌。 

24.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1）职业技能测试（100分） 

整体要求： 

主要测试考生专业背景知识的掌握情况及是否具备专业培养潜力。 

具体考核内容:  

以面试的形式考核如下内容： 

  ●考生对邮轮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认知与了解。 

●邮轮或酒店行业的基本职业技能知识。 

●考生对邮轮管理专业的态度、兴趣和职业目标定位。 

●考生对从事邮轮行业的认同感。 

●考生在邮轮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潜力。 

（2）综合素质测试（100分） 

形式为面试，满分 100 分，面试主要考查参加国际邮轮乘务管理

专业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职业发展潜质、邮轮及

酒店服务实践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具体主要包括： 



A 职业道德（25分） 

●对加入邮轮及相关行业有较强的愿望。 

●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持续学习的能力。 

B 心理素质（25分） 

●乐观开朗，有自信心。 

●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和自控能力,不偏激，不固执。 

●能够冷静地处理问题，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C 仪表仪态（25分） 

●身体健康，仪表得体，符合国际邮轮乘务管理职业特点。 

●五官端正，肢体表达得当，行为举止稳重端庄大方，有亲和力。 

D 言语表达（25分） 

●口齿清楚，语速适宜，表达准确，简洁、流畅。 

●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并能够较准确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交流中尊重对方、态度和蔼，并能做出恰当的回应。 

●具有一定的外语表达沟通能力。 

25.空中乘务专业 

1）初审 

整体要求：主要测量考生身高、体重、视力是否达到空中乘务员

要求 

●测量身高、体重：女身高 161—175cm；男身高 171—186cm； 

●裸眼视力 0.5以上，无色盲、色弱、斜视。 



（2）面试（400分） 

面试主要考查参加空中乘务专业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应具备的形

体五官、仪容仪表、基本素养、职业发展潜质和持续学习能力等，具

体主要包括： 

整体形象（200分） 

A 形体五官（100分）： 

 ●身材匀称，动作协调，无明显“X”形腿、“O”形腿，走路无

内外八字；考生向右转——向右转——向右转——向右转并保持良好

站姿； 

 ●五官端正，肤色健康； 

B 仪表仪态（50分）： 

 ●干净整洁、端庄大方； 

 ●妆容淡雅清新、美观得体； 

     ●无口臭、腋臭、皮肤病； 

 ●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斑点等； 

C 综合面谈（50分） 

 ●自我介绍 

 ●与评委简单的沟通，对学校、空中乘务专业的认识 

语言测试（共计 100分）： 

A 英语口语（50分）：问答形式，个人基本介绍、报考原因；外

语发音基本准确，听力正常； 

B 普通话测试（50分）：朗读一段指定文字，口齿清楚，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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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才艺表演（共计 100分）： 

舞蹈、器乐、声乐、小品、体操等任选一项（限时 3分钟），考生

自备服装、器材、光盘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