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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为国家

和社会选拔合格导游人才的全国统一的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考

试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目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从事导游职

业的基本素养、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考试科目、语种与要求 

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科目包括：科目一•政策与法律法规‣、科

目二•导游业务‣、科目三•全国导游基础知识‣、科目四•地方

导游基础知识‣、科目五•导游服务能力‣。 

考试语种分为中文和外语，其中外语类包括英语、日语、俄

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朝鲜语、泰语等。 

上述科目内容，分别从了解、熟悉、掌握三个层次对考生进

行考查。 

三、考试方式 

考试形式分闭卷考试与现场考试（面试）两种，科目一、科

目二、科目三、科目四为闭卷考试，科目五为现场考试（面试）。

闭卷考试实行全国统一的计算机考试。现场考试（面试）以模拟

考试方式进行，由省级考试单位根据考试大纲和•全国导游资格

考试现场考试工作标准（试行）‣组织。 

科目一、科目二合并为 1 张试卷进行测试，其中科目一、科

目二分值所占比例各为 50%；科目三、科目四合并为 1 张试卷进

行测试。考试题型包括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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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含 165 题，共 100 分，其中判断题 40

题（每题 0.5分，共 20分），单项选择题 90 题（每题 0.5 分，共

45 分），多项选择题 35题（每题 1 分，共 35分）。 

科目五考试中文类考生每人不少于 15 分钟，备考旅游景区不

少于 12 个；外语类考生每人不少于 25 分钟，备考旅游景区不少

于 5 个。考试成绩采用百分制，中文类分值比例为：礼貌礼仪占

5%，语言表达占 20%，景点讲解占 45%，导游服务规范占 10%，应

变能力占 10%，综合知识占 10%；外语类分值比例为：礼貌礼仪占

5%，语言表达占 25%，景点讲解占 30%，导游服务规范占 10%，应

变能力占 5%，综合知识占 5%，口译占 20%。 

四、各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一《政策与法律法规》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根本制度、根本任务、重

大方针政策以及与旅游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了

解、熟悉和掌握程度。 

（二）考试内容 

1.党的十九大报告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

要讲话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大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的重

大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熟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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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要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掌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任务要求；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

重要讲话。 

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 

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所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 

熟悉：全面依法治国的“五大体系、六大任务”。 

掌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 

3.旅游业发展相关政策 

了解：•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的通知‣（国

办发„2016‟5号）的主要内容。 

熟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8‟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

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41号）、•文化和旅

游部等17部门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

见‡的通知‣（文旅资源发„2018‟98号）和•文化和旅游部关

于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文旅市场发„2019‟

12号）的主要内容。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总纲、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基本国策以及国旗、国歌、国徽和首都。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组成、任期

和职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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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

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 

5.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宗教事务条例‣的立法目

的、起草过程和立法意义。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关于总则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机构、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机构的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烈士的历史功勋、人民英雄纪念

碑的法律地位、纪念缅怀英雄烈士活动、弘扬传承英雄烈士精神、

烈士褒扬和遗属抚恤的规定。•宗教事务条例‣关于总则以及宗

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的规定。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关于罪行和处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关

于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法律保护及其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6.•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框架及其修正的内容。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和

发展原则。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主要法律制度。 

7.旅游者相关法律制度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治安管理处

罚种类及适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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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者权

利、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消费者协会的公益性职责和禁止行

为及其相关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

行办法‣（旅办发„2016‟139号）关于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被

纳入“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的主要行为；“旅游不文明行为记

录”的信息内容以及评审、申辩和动态管理制度。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关于旅游者权利和义务的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义务及其相

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8.旅行社法律制度 

了解：•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关于旅行社

（包括分支机构）设立与变更的规定。•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

法（试行）‣关于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及其适用范围的规定。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存取管理办法‣（旅办发„2013‟170号）

关于旅行社经营范围、经营原则、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制度的规

定。•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旅游市场黑名单

列入和移除原则、程序、基本信息、动态管理、修复信用的规定；

对列入黑名单的旅游市场主体和从业人员实施的惩戒措施。 

掌握：旅行社经营规范、旅行社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制度及其

相关法律责任。•旅游市场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列入

旅游市场黑名单情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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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导游法律制度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导游人

员管理条例‣•导游管理办法‣关于导游资格考试制度的规定。 

掌握：导游执业许可和导游执业管理；导游执业保障与激励；

导游从事领队服务的条件；导游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相关法律责任。 

10.合同法律制度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熟悉：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转让、解除

和终止；合同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防止损失扩大义务的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关于旅游服务合同的规定。 

11.侵权责任法律制度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关于一般规定的内容；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责任构成和

责任方式；监护人责任和用人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高度

危险活动致人损害责任和物件致人损害责任。 

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关于违反安全保障义

务责任、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 

12.旅游安全法律制度 

了解：•旅游安全管理办法‣关于旅游突发事件等级及相关

罚则的规定。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旅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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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办法‣•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关于安全管理、责任

保险制度的规定。 

掌握：•旅游安全管理办法‣关于旅游经营者安全经营义务

与责任、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突发事件的界定、种类、级别以及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义务、突发事件预警制度、

突发事件应急处臵与救援制度的规定。 

13.出入境及交通法律制度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关于公共航空运输企

业权利和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关于铁路运输企业权利和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关于道路运输企业权利和义务及相关法

律责任的规定。•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关于水路运输企业权

利和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护照法‣关于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的证件制度、

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及相关法律责任。 

14.食品、住宿、娱乐法律制度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安全保障法

律制度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

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饭店经营者权利和义务

及相关责任的规定。•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关于娱乐场所的设立

和经营规则、监督管理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掌握：食品安全事故处臵制度及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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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旅游资源法律制度 

了解：•风景名胜区条例‣关于风景名胜区设立、规划、保

护、合理利用和管理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关于自然保护区设立条件、区域构成、管理制

度、保护和合理利用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关于野

生动植物的保护、管理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关于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民间收藏文物、

文物出境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熟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关于国家级文化

生态保护区及其建设理念，申报与设立、建设与管理的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与传播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关于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缔

约国义务的规定。 

掌握：•博物馆条例‣•博物馆管理办法‣关于博物馆设立、

管理、社会服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 

16.旅游纠纷处理法律制度 

了解：旅游纠纷及其特点；•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关于旅游

投诉及其构成要件的规定。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者权

益争议的解决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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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规定‣的主要内容。 

掌握：旅游投诉案件的受理和处理；•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

标准‣关于旅游主管部门调解旅游纠纷时执行的赔偿依据的规定。 

17.时事政治 

了解：2019年10月以来的国内外时事政治。 

熟悉：文化和旅游部自2020年1月以来发布的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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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二《导游业务》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导游职业道德规范、导游职业素质、导游服务规

范以及导游服务相关知识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考查考生对

导游语言技能、带团技能和应变技能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 

（二）考试内容 

1.业务基础 

了解：导游的定义和分类；导游服务的内涵、特点、产生及

发展历程。 

熟悉：导游的从业素质、职责要求及礼仪规范，导游应具备

的修养和行为规范，导游职业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导游服务的

性质、地位和作用。 

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旅游行业核心价值观。 

2.服务规范 

了解：散客旅游的定义。 

熟悉：景区导游服务程序和服务质量要求；散客旅游的特点。 

掌握：旅游团的地陪、全陪导游服务程序和服务质量要求；

散客导游服务程序和服务质量要求；导游引导文明旅游的规范内

容。 

3.导游技能 

了解：导游语言的内涵和特性；导游讲解的原则；导游带团

的特点和原则。 

熟悉：导游口头语言的表达技巧和态势语言的运用技巧；导

游讲解的要求；导游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导游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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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常用的导游讲解方法和技巧；导游提供心理服务、活

跃团队气氛、引导游客审美、组织协调旅游活动、接待不同类型

游客的方法和技巧。 

4.应变处理 

了解：游客个别要求的处理原则；旅游事故的类型和特点；

游客投诉的心理。 

熟悉：漏接、错接和误机（车、船）事故产生的原因；游客

死亡的处理；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海啸等重大自然灾害

的避险；游客投诉的处理。 

掌握：游客在餐饮、住宿、交通、游览、购物、娱乐等方面

个别要求的处理；游客要求自由活动、中途退团、延长旅游期限

的处理；漏接、错接和误机（车、船）事故的预防与处理；旅游

计划和行程变更的处理；游客证件、行李、钱物遗失和游客走失

的预防与处理；游客晕车（机、船）、中暑的预防与处理；游客在

旅游过程中患病的处理；游客不当言行的处理；旅游交通事故、

治安事故、火灾事故、溺水、食物中毒、突发疫情等事件的预防

与处理。 

5.相关知识 

了解：高原旅游、冰雪旅游、沙漠旅游、研学旅行、漂流和

温泉旅游的安全常识；时差、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换算和度量衡

换算；中国货币兑换的相关知识。 

熟悉：旅行社的发展历史和概况；旅行社的主要业务和产品

类型；旅游保险的种类及相关知识；航空机票种类、旅客误机、

航班延误或取消、行李赔偿的相关知识；中国海关有关出入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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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人员的规定。 

掌握：航空、铁路、水运购票、退票和携带物品的规定；旅

客出入境应持有的证件和需要办理的手续；中国离境退税的相关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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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三《全国导游基础知识》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

和改革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旅游业发展概况、中国历

史知识、中国文学知识、中国民族与宗教知识、中国自然与地理

常识和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概况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二）考试内容 

1.中国共产党 99 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

成就 

熟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和重要

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如“两弹一星”、

北斗导航、探月工程、FAST大型天文望远镜等科技成就；高速公

路和高速铁路建设（如雅西高速、成昆铁路、青藏铁路等）、三峡

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建设成就等。 

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西安事变

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抗美援朝、三大改造、“三线”建设、大国外交、改革

开放、一国两制、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等现当代历史知识。 

2.中国旅游业发展概况 

了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熟悉：中国旅游日和世界旅游组织，旅游业性质、特征和发

展的意义，中国旅游业三大市场；文旅融合、全域旅游、旅游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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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和“厕所革命”；智慧旅游、在线旅游（OTA）、乡村旅游、红色

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行、定制旅游等新业态。 

3.中国历史文化知识 

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著名古代文化和遗址（如仰韶

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广汉三星堆遗址、安阳殷墟遗址、

都江堰水利工程和秦始皇陵兵马俑遗址等）。 

熟悉：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中国历史各发展

阶段的主要成就、主要科技发明。 

掌握：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及戏剧戏曲、中医中药、书画艺术

的发展等历史文化常识。 

4.中国文学知识 

了解：中国汉字的起源、发展与格律常识，历代游记名篇赏

析。 

熟悉：名胜古迹中的著名楹联。 

掌握：中国古典和近当代文学重要知识、重要文化名人及作

品、古典旅游诗词名篇。 

5.传统工艺美术 

了解：中国陶器、瓷器发展概况，仰韶文化彩陶、龙山文化

蛋壳黑陶，东汉时期瓷器的出现。 

熟悉：中国陶器、瓷器、漆器、玉器的主要产地和特色。 

掌握：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青花瓷；景泰蓝工艺；中国

四大刺绣及其代表作；中国文房四宝、年画、剪纸和风筝主要产

地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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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建筑、园林和饮食文化 

（1）建筑艺术 

了解：中国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基本特征；中国近现代建筑的

特点；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如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央电视台

总部大楼、苏州“东方之门”、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中

心大厦、广州塔（“小蛮腰”）等。 

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成与等级观念。 

掌握：中国古代著名宫殿、坛庙、陵墓、古城、古长城、古

镇古村、古楼阁、古塔和古桥的类型、布局、特点等相关知识；

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南京长

江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北盘江大桥等建筑成就。 

（2）园林 

了解：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现代园林特点。 

熟悉：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和分类。 

掌握：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成要素、造园艺术、构景手段和代

表性园林。 

（3）饮食文化 

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发展历史、风味流派。 

熟悉：中国风味特色菜——宫廷菜、官府菜、寺院菜的特点

和代表菜品。 

掌握：中国“四大菜系”的形成、特点及代表性菜品；中国

传统名茶、名酒的分类与特点等相关知识。 

7.中国民族与宗教知识 

熟悉：中国民族的基本概况和地理分布；佛教的传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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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主要宗派；道教的产生、发展及主要派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的基本概况。 

掌握：中国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著名宗教旅游景观的相关

知识。 

8.中国自然与地理常识 

了解：中国自然地理相关基础知识。 

熟悉：中国主要地貌类型及代表性地貌景观；山、水、动物、

植物、天象等自然景观知识。 

9.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概况 

了解：中国主要旅游客源国的基本情况、风俗习惯、主要城

市与景点。 

 



17 
 

科目四《地方导游基础知识》考试大纲 

（一）考试目的 

考查考生对中国各省（区、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概况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二）考试内容 

按照地理方位将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各省

（区、市）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华中、华南

七大区域，考核各省（区、市）的知识点如下： 

1.了解：历史、地理、气候、区划、人口、交通等概况。 

2.熟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遗产地景观，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国家 AAAAA 级旅游

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和国家级生态旅游区；汉族及主要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历

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3.掌握：各地代表性的饮食特点、主要美食和风物特产。国

内知名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及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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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五《导游服务能力》考试大纲 

（安徽省） 

 

一、考试目的 

“导游服务能力考试”（现场考试）是导游资格考试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现场考试，检验考生对导游规范操作技

能、语言技能、讲解技能、应变能力的掌握程度；考查考生

对导游应具备的基本素养的认知和在导游实践中的体现；考

核考生对导游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发挥能力。现场考试注重考

查考生对导游技能的掌握程度，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业选拔

适合从事导游职业的优秀人才。 

二、考试内容 

（一）中文类考生现场考试内容包括：景点讲解、导游

规范问答、应变能力问答、综合知识问答。 

（二）外语类考生现场考试内容包括：用所报考语种进

行景点讲解、导游规范问答、应变能力问答、综合知识问答

和口译测试（包括“中译外”“外译中”）。 

中文类考生景点讲解范围包括 11 个全省公共景点和 1

个所在地区景点（见考试景点范围）；外语类考生景点讲解

范围为 5 个全省公共景点。考生在考试前随机抽取其中 1 个

进行讲解。 

三、考试方式和时间 

现场考试以模拟考试方式进行。为了全面准确地测试考

生的基本能力，中文类普通话考生现场考试时间每人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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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外语类考生现场考试时间每人 25 分钟，用所报考语种

的语言全程进行现场考试。 

四、考试要素 

根据导游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和素质要求，现场导游考试

的测试要素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仪表、礼仪 

主要考查考生的仪表仪容和对礼节、礼仪的运用等。 

（二）语言表达 

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能力，包括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流

畅性、逻辑性、生动性、感染力、说服力及身体语言的运用

等。 

（三）景点讲解 

主要考查考生导游讲解是否符合规范程序，考生对城市

概况和景点讲解的正确性、全面性、条理性，讲解是否详略

得当、重点突出，是否具有一定讲解技巧，以及回答景点问

题的正确性。 

（四）导游规范 

主要考查考生对导游服务规范及工作程序的掌握和应

用能力。 

（五）应变能力 

主要考查考生处理突发事件和特殊问题的能力。 

（六）综合知识 

主要考查考生对全国特别是所在省重要景点知识的掌

握程度，考查考生对时政、旅游法规、经济、文化、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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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方面的综合知识是否全面了解。 

（七）口译（外语类考生） 

主要考查考生在中文和所报考语种之间口语互译的能

力和听力水平。 

五、考试程序 

（一）考生应提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的考试地点（准考

证中规定）。考生迟到或早退，视为弃考。 

（二）考生按要求向工作人员提供准考证、身份证，通

过验证审核后分组进入候考区，按照随机方式在景点讲解题

范围内抽签，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换抽签景点。 

（三）在考场人员的安排下在候考区等候考试。 

（四）考生进入考室，进行面试。 

1.进行模拟景点讲解（含欢迎词和欢送词），评委计时。 

中文类考生每人 15 分钟，面试开始后进行至第 10分钟

时必须结束讲解；讲解不足第 4 分钟或超过第 10 分钟者，

评委在评语中注明，每少或多 1分钟扣 2 分。 

外语类考生每人 25 分钟，面试开始后进行至第 15分钟

时必须结束讲解；讲解不足第 9 分钟或超过第 15 分钟者，

评委在评语中注明，每少或多 1分钟扣 2 分。 

考生景点讲解结束后要用所考试语种说明“讲解完毕”。 

2.考生模拟讲解结束后，评委就“导游服务规范”“应

变能力处理”“综合知识”对考生进行提问，所提问题不超

过 3 个，由考生回答。外语类考生，评委须用考生所报考语

种的语言进行提问，考生也须用所报考语种的语言回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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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考生增加“中译外”和“外译中”各 1题。考生应按照

评委的提问应试，回答结束后要用所报考语种说明“回答完

毕”。 

（五）考生考试完毕，领回准考证、身份证，退出考场。 

六、考试景点范围 

（一）全省公共景点 

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新四军军

部旧址、亳州、西递、宏村、三河古镇、龙川景区、万佛湖

景区、方特旅游区。 

（二）各市景点 

合肥市：包公园； 

淮北市：临涣历史文化保护区； 

亳州市：老庄道教文化旅游区； 

宿州市：皇藏峪国家森林公园； 

蚌埠市：花鼓灯嘉年华主题乐园； 

阜阳市：八里河风景区； 

淮南市：八公山旅游区； 

滁州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琅琊山； 

六安市：天堂寨风景区； 

马鞍山市：采石矶风景区； 

芜湖市：马仁奇峰风景区； 

宣城市：桃花潭景区； 

铜陵市：大通古镇； 

池州市：牯牛降龙门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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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桐城文庙—六尺巷； 

黄山市：古徽州文化旅游区； 

广德县：太极洞风景区； 

宿松县：小孤山风景区。 

（三）外语类考试景点 

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新四军军部旧址、亳州、

方特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