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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唯一培养旅游业专门人才的公办高等院校，拥有全亚洲领先的旅游院系

郑州旅院：踏上更高平台 领略更美世界
核心提示 | 今年 3月

初，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新校区
建设情况汇报会传出消息：
2016年9月，新学期开学后，
位于郑东新区的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新校区将正式启用。
作为我省唯一培养旅游业专
门人才的公办高等院校、全国
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中国旅游
协会教育分会副会长单位、中
国旅游院校“五星联盟”单位，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将迎来又
一次发展机遇。

“新校区建得像景区。”
郑州旅院新校区建设项目负
责人介绍，新校区位于郑开
大道与雁鸣路交叉口向北2
公里处，建设总投资 10亿
元，占地1036.61亩，设计规
模 18000 人 ，建 筑 面 积
432365平方米。

据了解，目前全省众多
高校里，绝大多数都办有旅
游专业，但郑州旅游职业学
院的旅游管理系、酒店管理
系，分别以3000多名在校
生的规模，成为目前全亚洲
领先的旅游院系。

被誉为河南旅游业“黄
埔军校”的郑州旅游职业学
院，近年来的招生、就业形势
空前火爆。3月22日9时，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2016年
单独招生（考生不经过高考，
由学校单独考试、单独录取）
网上报名工作将正式开始，
这为广大有志于旅游行业的
学子提供了一次难得机遇。

3月19日、20日，由河南
省教育厅主办，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承办的第九届河南省高职
院校技能大赛暨2016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河南
选拔赛，普通话导游服务、英语
导游服务、西餐宴会服务、中餐
主题宴会设计、烹饪等五个旅
游类相关赛项的比赛，在郑州
旅游职业学院落下帷幕，东道
主郑州旅院选手再次技压群
芳，囊括全部五个赛项的一等
奖，“一等奖专业户”名不虚传!

“在此次大赛中取得好成
绩，对郑州旅院来说应该是水
到渠成。”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副院长徐永清说，去年5月，也
是由郑州旅院承办的第八届
河南省高职院校技能大赛暨

“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河南选拔赛中，郑
州旅院选手取得西餐项目前
三名，中餐项目第一、第三名
的佳绩。

去年5月，由中国旅游协
会旅游教育分会主办，郑州旅
游职业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
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饭店服
务）大赛”上，郑州旅院代表队
在全国227所旅游院校组成的
参赛队伍中技压群芳，4名参
赛选手全部荣获一等奖，郑州
旅游职业学院荣获“团体一等
奖”和“优秀组织奖”，并被授
予“突出贡献奖”。

2014年 5月在桂林举办
的第六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
技能（导游服务）大赛中，郑州
旅院的4名参赛选手大获全
胜，满载而归，获得4个单项一
等奖和两个团体一等奖；2013
年5月在山西太原举行的第五
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饭
店服务）大赛中，代表河南出
征的郑州旅院4名学子夺得中
餐、西餐、客房等项目的3个一
等奖，还有一个二等奖，整个
团队也获得优秀团体奖和优

秀组织奖；而早在2012年的
第四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
能（导游服务）大赛颁奖仪式
上，东道主郑州旅游学院的8
名选手，全部获得一等奖……

近年来，无论是全省高职
院校技能大赛还是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全国旅游院校
服务技能大赛，来自郑州旅游
职业学院的选手均能一路过
关斩将，创造了“一等奖专业
户”的神话。如今，郑州旅院
的目标已不仅仅是在比赛中
获大奖、争第一，而是继续保
持在全国旅游类高校中的领
先地位，当好全国旅游高等教
育的“领航舰”。

“为了在全国旅游教育业
界执牛耳、走高端。郑州旅院
不断强化教学、培训、竞赛、交
流工作，让我们高职院校的学
生享受到超过本科院校的培
养和机会。”郑州旅游职业学
院相关负责人说。

3月16日，2016年全国“两
会”闭幕。当天傍晚，郑州旅游
职业学院校友、人民大会堂管理
局服务处的梁金梁，在微信朋友
圈只发了5个字“好好睡一觉”。

小梁来自河南濮阳高新区
新习乡农村，2012年在郑州旅
游职业学院酒店管理系读大二
时，被选拔到人民大会堂服务
处实习。在工作中，小梁总是
争着干苦活、累活，节假日主动
请缨要求值班、加班，由于表现
优异，实习结束后被人民大会
堂留用。2015年、2016年连续
担任全国两会主会场服务主
管。

小梁对母校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对母校的老师充满了感
恩。就在半个月前，他还在朋
友圈念叨：“郑州旅院，我的母
校，想念你了！”他经常说：“虽
然我没有考上名牌大学，但在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这个大熔炉

里，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礼仪
培训等，我的综合素质得到了
显著提升，我变得自信、阳光，
对人生、对前景充满信心。”

“把丑小鸭培养成白天鹅，
是郑州旅院的专长。”郑州旅院
酒店管理系的李主任幽默地
说，相比于一本、二本，职业院
校的生源并不好，“但我们学校
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教养、懂礼
貌、气质好、情商高、有自信、肯
吃苦，3年时间，让学生‘华丽转
身、脱胎换骨’。”

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职
业院校飞出金凤凰，郑州旅院
近几年越来越受到一些高端用
人单位的青睐。2015年12月
29日，外交部钓鱼台宾馆专程
来郑州旅院，选调高端服务人
员，计划招聘20名品学兼优、身
体健康、形象气质俱佳的优秀
学员。钓鱼台宾馆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对郑州旅院的学生素质

表示充分肯定，并希望今后与
郑州旅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2015 年 12 月 14 日 ~15
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在郑州举办，经过会议筹备

单位的精心选拔，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共有170余名实习生和
毕业生参与了服务保障工作。
2016年1月10日，郑州旅院作
为服务保障工作先进单位受到
郑州市委、市政府表彰。

“高端定位、高端实习、高
端就业”，由于基础扎实、素质
过硬，郑州旅院的毕业生非常
抢手，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
上海迪士尼乐园、美国皇家加
勒比邮轮、洲际酒店集团、迪拜
超豪华酒店、喜达屋以及部分
民航企业连续多次到郑州旅院

“求人”；而国内知名的旅游企
业、酒店大佬甚至金融单位、房
地产行业也纷纷到郑州旅院

“抢人”，造成郑州旅游学院毕
业生“一生难求”，部分大二的

学生就已经“名花有主”。
郑州旅院外语系张主任介

绍，学院不少农村生源的孩子，
上班后成了全村第一个到外国
工作、挣“外快”的人。“有一名
外语系的校友，毕业后到美国
皇家加勒比邮轮工作。去年休
假时回到母校郑州旅院，嫌每
月3000美元基本工资不算高，
引得学弟学妹们羡慕不已。”

郑州旅院酒店管理系李主
任说，郑州旅院的毕业生走上
工作岗位后能够迅速进入状

态，取得用人单位的认可，进而
被提拔重用。“郑州旅院毕业生
工作3年就晋升主管、工作5年
就升任部门经理的现象，在用
人单位比比皆是。最典型的一
个例子是，郑州旅院往届一个
宿舍的8名同学，如今有7人做
了酒店老总。”李主任介绍。

郑州旅院招生就业中心王
主任透露，目前沿海发达城市
已成为郑州旅院毕业生的就业
聚集地，而在省内的旅行社，七
成以上中高层管理者出自郑州

旅院。在全省五星级高档酒店
和国际联号酒店的中层经理
中，郑州旅院学生占据半壁江
山。

就业形势的火爆，带来了
蜂拥而至的生源。据了解，郑
州旅游职业学院2016年单独
招生（考生不经过高考，由学校
单独考试、单独录取）报名相当
踊跃。“我校单招报名3月22日
开始，有此意向的同学要抓紧
时间，避免错失良机。”王主任
提醒。

据省教育厅相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实行高校单招，旨
在深入探索实施“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招生评价模式和
多元选拔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方式。按照规定，高职单招的
招生对象为取得2016年全省
高考资格的考生（含参加对口
升学报名的中职学生）。

郑州旅院招生就业中心
负责人介绍，参加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2016年单独招生的考
生，将统一进行网上填报志
愿，填报时间2016年 3月 22
日 9时至27日 18时，考生登
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服 务 平 台 ”（http://pzwb.
heao.gov.cn）进行网上单招
报名，中职学生可不限类别跨
专业填报。考生必须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填报时
间截止后将无法填报志愿。

学院依据考生报名信息，
与河南省招生办结合，对考生
报名资格进行审查，于4月2
日在学院网站公示通过审查
的考生名单（http://www.
zztrc.edu.cn）。经资格审查
后公示的考生，于4月9日到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招生就业
办事大厅确认报名信息，领取
准考证。逾期未进行报名信
息确认者取消报名资格。

单招考试由文化基础考
试和职业技能测试两部分组
成，按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
校两种类型安排考试及考核
内容。

录取工作在河南省招生
办公室领导下，由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组织录取。学院根据
录取原则确定预录取名单，报
学院单独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审核、批准，并上报河南省教
育厅和河南省招生办公室审
批、备案。4月12日起预录取
学生名单在郑州旅游职业学
院网站公布。

已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单独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
加河南省2016年高招考试，
也不能被其他高校录取；考生
录取后不能转入其他学校；未
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单独招
生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参加
河南省2016年高考；考生被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录取后，享
受与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录取的新生相同待遇。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地址：
郑州市豫英路1号（航海东路
与豫英路交叉口向北200米）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电话：
0371-68271919、
68271973、60658829

乘车路线：从火车站乘
38、B17路，其他地点可乘B1、
B16、46、129、307路，到航海
东路陈家门站下车。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网址：
http://www.zztr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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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招生，
明天开始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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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高考，也能上个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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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旅院校友梁金梁（右六）和他的小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