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文理学院 2021 年普通专升本招生 

“旅游管理”专业考试大纲 

（试行） 

一、考试目的 

全面考核普通高等学校旅游管理专业（专科）应届毕业生对核心

课程的掌握是否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目标。 

二、考试范围 

主要涵盖专科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学习内容，并参照本科旅游管理

专业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教学内容。重点考核学生旅游管理专业基础知

识的掌握情况及其应用能力。 

考试科目为《旅游学概论》和《管理学原理》。 

三、考试内容 

（一）教材： 

1. 旅游学概论：《旅游学概论（第七版）》李天元，南开大学出

版社 

2. 管理学原理：《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复旦大

学出版社 

（二）考试内容：以指定教材为主 

1. 《旅游学概论》 

绪论 

（1）旅游学科的发展及构成 

（2）国内外旅游学研究概况，旅游学的对象和任务 



 

 

第一章 旅游发展的历史沿革 

理解旅游从早期到现在的演化和发展过程，并介绍世界旅游和中

国旅游的发展历史，中世纪欧洲的旅行发展，产业革命后的旅游发展，

中国的旅游的发展实际等问题。分析各个时期旅游发展的性质、特点

和原因，掌握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及发展的原因。 

一、人类早期的迁徙活动 

二、人类旅行需要的产生与发展 

三、封建时代的旅行发展 

四、近代旅游和旅游业的开端 

五、向现代旅游过渡期间的技术发展及其对旅游发展的影响 

六、二战后的现代旅游 

七、我国旅游业的历史发展 

第二章 关于旅游活动的基本认识 

理解旅游活动的“艾斯特”定义和其他相关定义基础上掌握旅游

概念，了解国内旅游、国际旅游、团体旅游和散客旅游的基本概念，

学会分析并掌握旅游活动的性质，熟悉旅游活动的特点及意义，了解

旅游活动类型的划分以及衡量旅游发展状况的常用指标。 

一、旅游活动的界定 

二、旅游活动的类型 

三、旅游活动的性质 

四、现代旅游活动的特点 

五、旅游活动的发展状况和基本测量指标 



 

 

第三章 旅游活动的主体 

了解我国旅游统计中对游客范围的划定与解释，熟悉旅游者的类

型划分熟悉不同类型旅游者的需求特点。重点掌握影响个人旅游需求

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及其意义。 

一、旅游者的界定 

二、决定个人旅游需求的客观因素 

三、决定个人旅游需求的主观因素 

四、旅游者的类别划分 

第四章 旅游活动的客体 

掌握旅游资源的概念以及旅游资源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熟悉

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了解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其认识意义；认识旅游

资源开发的必要性，熟悉其开发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应当遵循的原则，

认清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熟悉旅游资源保护工作的实施原

则和基本措施。 

一、认识旅游资源 

二、旅游资源的开发 

三、旅游资源的保护 

第五章 旅游业 

了解旅游业与传统产业在划定标准上的差异，熟悉旅游业的构成；

了解旅游业在推动旅游活动发展中的作用。熟悉旅游业的一般特点。 

一、旅游业的概念 

二、旅游业在促进旅游活动发展中的作用 



 

 

三、旅游业的性质和特点 

第六章 旅游相关企业 

熟悉旅游业主要经营部门的基本常识并掌握旅游产品的概念及

其特点，了解旅游核心行业、旅游六要素等基本知识。了解旅行社分

类、酒店集团化发展、景区管理相关知识。 

一、旅行社的特质与作用，我国旅行社的分类与业务范围。 

二、饭店业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饭店的发展历程，等级划分标

准，现代饭店企业的主要特点和我国饭店经营的发展方向或趋势。 

三、旅游交通的作用和主要形式。 

四、旅游服务的作用，旅游服务质量的主要内容和标准，提高旅

游服务质量的主要途径。 

第七章 旅游组织 

了解政府支持发展旅游和旅游业的动机以及对旅游发展行使干

预的必要性；熟悉政府干预旅游发展的主要手；掌握国家旅游组织的

概念及其主要职能；熟悉我国旅游组织的基本状况并了解同我国有关

系的主要国际旅游组织。 

一、政府对旅游发展的干预 

二、国家旅游组织 

三、我国的旅游组织 

四、国际旅游组织 

第八章 旅游市场 

掌握旅游市场的概念以及对旅游市场进行划分的原因、意义和常



 

 

用的划分标准，熟悉全球国际旅游客源和客流的地区分布格局，并能

据以分析国际旅游客流的主要流动规律。在了解我国旅游业海外客源

市场状况的基础上，熟悉选择海外客源市场时应重点考虑的因素，并

能够分析和认识我国旅游业在国际客源市场竞争中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市场的概念 

二、旅游市场的划分 

三、全球旅游市场的基本状况 

四、我国的入境旅游市场 

五、我国的国内旅游市场 

六、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 

第九章 旅游的影响 

理解旅游和旅游业的发展将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

环境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通

过本章的学习，除了应当熟悉这些影响的基本表现之外，还应了解其

产生的基本原因以及决定其程度大小的条件，从而为探讨和认识实现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途径打下基础。 

一、旅游的经济影响 

二、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 

三、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四、旅游的环境影响 

五、可持续旅游发展 

2. 《管理学原理》 



 

 

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者 

了解管理产生的必要性，理解管理的概念、职能，掌握管理者的

角色与技能，管理的属性。 

一、管理活动 

二、管理的定义 

三、管理的职能 

四、管理者的角色与技能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发展 

了解中外早期管理思想，管理理论概述，掌握古典管理理论，行

为科学管理理论。 

一、中外早期管理思想 

1. 中国早期管理思想 

2. 外国早期管理思想 

二、管理理论的形成于发展 

（一）古典管理理论 

（二）行为管理理论 

（三）数量管理理论 

（四）系统管理理论 

（五）权变管理理论 

（六）质量管理理论 

第三章 管理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 

了解管理道德的基本概念，几种基本的道德观；理解道德管理的



 

 

特征和影响管理道德的因素；掌握改善企业道德行为的途径。 

一、中外早期管理思想 

1. 中国早期管理思想 

2. 外国早期管理思想 

二、管理理论的形成于发展 

（一）古典管理理论 

（二）行为管理理论 

（三）数量管理理论 

（四）系统管理理论 

（五）权变管理理论 

第四章 决策与决策方法  

了解相关决策理论；理解决策的定义、原则；掌握决策的过程，

各种定性与定量的决策方法。 

第一节 决策与决策理论 

（一）决策的定义 

（二）决策的原则 

（三）决策的依据 

（四）决策的理论（古典决策理论、行为决策理论以及当代决策

理论） 

第二节 决策的过程 

（一）诊断问题 

（二）明确目标 



 

 

（三）拟定方案 

（四）筛选方案 

（五）执行方案 

（六）评估效果 

第三节 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环境因素 

（二）组织自身的因素 

（三）决策问题的性质 

（四）决策主体的因素 

第四节 决策的方法 

（一）定性决策方法 

（二）定量决策方法 

第五章 组织设计 

了解组织设计的必要性；理解组织设计的任务和原则，组织设计

的影响因素，集权、分权和授权；掌握组织部门化的基本形式；组织

层级化与管理幅度。 

第一节 组织与组织设计 

（一）组织设计的必要性分析 

（二）组织设计的任务和原则 

（三）组织设计的影响因素 

第二节 组织的部门化 

（一）组织部门化的基本原则 



 

 

（二）组织部门化的基本形式与特征比较 

第三节 组织的层级化 

（一）组织的层级化与管理幅度 

（二）组织的层级化与集分权 

（三）组织的层级化与授权 

第六章 人力资源管理  

了解人力资源计划的任务和过程；理解管理人员培训的方法；掌

握员工招聘的标准、来源和方法，员工培训的目标和方法。 

第一节 人力资源计划 

（一）人力资源计划的任务 

（二）人力资源计划的过程 

（三）人力资源计划编制的原则 

第二节 员工的招聘与解聘 

（一）员工招聘的标准 

（二）员工招聘的来源与方法 

（三）员工的解聘 

第三节 员工培训 

（一）员工培训的目标 

（二）员工培训的方法 

（三）管理人员的培训方法 

第四节 绩效评估 

（一）绩效评估的作用 



 

 

（二）绩效评估的程序与方法 

第七章 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 

了解组织变革的类型和目标，组织冲突；理解组织变革的动因，

组织文化及其特征，组织文化的结构域内容；掌握组织变革的过程和

程序，组织变革中的压力和阻力。 

第一节 组织变革的一般规律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二）组织变革的类型和目标 

（三）组织变革的内容 

第二节 管理组织变革 

（一）组织变革的过程与程序 

（二）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其管理 

（三）组织变革中的压力及其管理 

（四）组织冲突及其管理 

第三节 组织文化及其发展 

（一）组织文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二）组织文化的结构与内容 

（三）组织文化的功能与塑造途径 

第八章 领导概论 

掌握各种领导理论；理解领导和管理的区别，领导权力的来源；

了解领导风格的类型。 

第一节 领导的内涵 



 

 

（一）领导与管理 

（二）领导的作用 

（三）领导权力的来源 

第二节 领导的风格类型 

（一）按权力运用方式划分 

（二）按创新方式划分 

（三）按思维方式划分 

第三节 领导理论 

（一）领导特性论 

（二）领导行为论 

（三）领导情景论 

第九章 激励 

理解激励的概念与对象，激励产生的内因与外因；掌握激励的内

容理论和激励的过程理论。 

第一节 激励原理 

（一）激励的概念与对象 

（二）激励与行为 

（三）激励产生的内因与外因 

第二节 激励的需要理论 

（一）需要层次论 

（二）双因素论 

（三）成就需要论 



 

 

（四）X 理论和 Y 理论 

第三节 激励的过程理论 

（一）公平理论 

（二）期望理论 

（三）激励的强化理论 

第十章 沟通 

了解沟通及其作用；理解沟通的过程和类别，个体沟通团队沟通

和组织间沟通；掌握有效沟通的障碍和实现，组织沟通的原因和冲突

管理。 

第一节 沟通的原理 

（一）沟通及其作用 

（二）沟通的过程 

（三）沟通的类别 

第二节 组织沟通 

（一）个体间沟通 

（二）团队沟通 

（三）组织间的沟通 

第三节 沟通管理 

（一）有效沟通的障碍 

（二）有效沟通的实现 

第四节 组织冲突与谈判 

（一）组织内冲突的原因 



 

 

（二）冲突的管理 

（三）有效谈判的实现 

第十一章 控制与控制过程 

了解控制的必要性；理解控制的基本原理，控制的类型；掌握控

制的过程。 

第一节 控制活动 

（一）控制的必要性 

（二）控制的基本原理 

（三）控制类型 

第二节 控制过程 

（一）确立标准 

（二）衡量绩效 

（三）纠正偏差 

第三节 有效控制 

（一）适时控制 

（二）适度控制 

（三）客观控制 

第十二章 管理的创新职能 

了解创新与维持的关系，创新的类别与特征；理解管理的创新职

能；掌握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创新过程，领导创新。 

第一节 创新及其作用 

（一）作为管理基本职能的创新 



 

 

（二）创新与维持的关系及其作用 

（三）创新的类别与特征 

第二节 创新职能的基本内容 

（一）目标创新 

（二）技术创新 

（三）制度创新 

（四）组织机构和结构的创新 

（五）环境创新 

第三节 创新过程及其管理 

（一）创新的过程 

（二）领导创新 

（三）创新管理的技能 

（三）题型: 

包括五种：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 

四、试题难易度 

较容易题                            约 30% 

中等难度题                          约 60% 

较难题                              约 10% 

五、说明 

试卷满分为 200 分，2 门课程所占分值为：《旅游学概论》100 分；

《管理学》10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