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鄂文旅办函 〔2022〕 4号

关于组织实施 2022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湖北考区 )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局:

根据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关于组织实施 2022年全国

导游资格考试的通知》要求,2022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湖北

考区)将于 2022年 11月 26日 (周 六 )举行笔试 (面试时间详

见准考证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报名条件

(一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 )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者以上学历 ;

(三 )身体健康 ;

(四 )具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报名程序

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进行,报名程序

包括提交报名信息、报名信息审核、网上交费和打印准考证 4个

环节 (支持手机端报名和交费 )。

(一 )提交报名信息

2022年 8月 22日 9∶00至 9月 16日 17∶ 00,考生可通过全国



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网 址为 http∷〃mr,mct,g

ov.cn(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报名入口 )。

考生须上传符合要求的本人近期 1寸 白底免冠证件照片、身份证

扫描件 (包括正、反两面,考试日期须在身份证有效期内 )、 学

历证书扫描件并填报相关信息,上传材料的具体要求参见全国导

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考生不得在多地重复报名。考生笔试

和面试需填报同一考点,在多地重复报名无效。

已取得中文
“
导游资格证书

”加试外语考生 (以下称“加试考

生”)须上传符合要求的本人近期 1寸 白底免冠证件照片、身份

证扫描件 (包括正、反两面,身份证有效期须覆盖考试日期 )、 导

游资格证或电子导游标识复印件。

(二 )报名信息审核

2022年 8月 22日 9∶00至 9月 19日 17∶00,各考点对考生提

交的报名信息进行审核。报名信息审核通过后,考生报名信息不

再予以变更。

(三 )交费

导游资格考试全部实行网上交费 (不接受现场交费 )。 报名

考试费:新考生 300元/人,加试考生 100元 /人,资格审核合格

的考生,方可交费。交费截止时间为 2022年 9月 23日 17∶ 00,

交费完成后,费用不予退还,各考点需要收费发票可与省文化和

旅游厅财务处联系。

(四 )下载打印准考证

2022年 11月 18日 9∶00起 ,考生可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网上报名系统下载准考证并自行打印。报名信息审核未通过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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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的考生,不能下载准考证。

三、考试科目和考试大纲

考生参加全国导游资格考试,须 同时参加笔试和现场考试

(面试 )。 已经取得中文“
导游资格证书

”,需转换外语语种的考

生仅须参加现场考试 (面试 )。 笔试采取机考方式进行,科 目为

政策与法律法规 (科 目一 )、 导游业务 (科 目二 )、 全国导游基础

知识 (科 目三 )、 地方导游基础知识 (科 目四),现场考试 (面试 )

科目为导游服务能力 (科 目五 )。 其中,科 目一、二合并为 1张

试卷进行测试,科 目三、四合并为 1张试卷进行测试,每张试卷

满分 100分 ,考试时间均为 90分钟。

现场考试 (面试 )按 《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现场考试工作

标准 (试行 )》 有关规定执行,满分 100分。中文考生分为景点讲

解及知识问答两部分,并 以抽签形式决定应考景点及相关知识问

答。抽签景点 12个 :⒈长江三峡、2.神农架、3.武 当山、4.黄鹤楼、

5,大别山、6.东 湖、7.三 峡大坝、8.古 隆中、9.明 显陵、10.赤 壁古

战场、11.炎 帝神农故里、12.恩施大峡谷。

外语类考生须用所报考语种的语言应试,分为景点讲解及知

识问答,并测试口译 (中 译外和外译中 )。 抽签景点 5个 :1,长

江三峡、2.神农架、3,武 当山、4.黄鹤楼、5.大别山;

2022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大纲已经发布,考生可从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 (www,mct,gov.cn)“ 通知公告
”
栏目查看、

下载。

参考资料:旅游教育出版社 2022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教材

全套共 5本 ,分别为 《政策与法律法规》(第 7版 )、 《导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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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版 )、 《全国导游基础知识》(第 7版 )、 《地方导游基础知

识》(第 6版 )、 《湖北导游服务能力一现场导游 (科 目五 )考试

指南》。

线上购买:

天猫实名搜索:

竹韵图书专营店或 https∶〃zhuyunts,tmal1.cOm/

湖北省新华书店或 https∶ //hbxhsdtsmlal1.com/

旅游教育出版社官方微店或 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

Ⅱ1ID=5285447741

线下购买:湖北省各主要新华书店

电话联系:18800187117;010ˉ 65728373

四、考试时间

科目一、二 2022年 11月 26日 9∶00— 10∶ 30

科目三、四 2022年 11月 26日 10∶30-12∶ 00

科目五 现场考试 (面试)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

五、考点设置

按分片原则和机考机位条件全省设立 6个考点:武汉市 (含

黄石、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考生),襄 阳市 (含荆门、

随州考生 ),宜 昌市 (含荆州、神农架考生 ),十堰市,黄冈市 (含

鄂州考生),恩施州。各考点笔试 (机考 )设若干个考场,由 文

化和旅游部招标考试公司统一安排并组织实施,现场考试(面试 )

在笔试 (机考 )所在市 (州 )进行,具体时间、地点按省导考办

要求由各考点统一组织实施 (详见准考证 )。

六、考试结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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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的考试结果以笔试成绩、现场考试 (面试 )成绩和总成

绩均满足划线要求为合格。加试考生的考试结果以现场考试 (面

试 )成绩满足划线要求为合格。考生的考试成绩当年有效。

2023年 3月 1日 9∶00起 ,考生可登录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

上报名系统查询考试结果。

七、考试结果复核

考生需要对本人考试结果进行复核的,可 自考试结果发布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 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复核申请,复核结果

为最终结果,不再予以复核。考试结果复核工作按 《全国导游人

员资格考试管理办法 (试行 )》 有关规定办理。

八、证书核发

对考试合格的考生,文化和旅游部委托省文化和旅游厅颁发
“
导游资格证书

”,考 生领取证书需提供与报名信息一致的材料原

件,供发证人核验。

九、其他事项

(一 )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1.考试当日,考生须持有效身份证、本地健康码绿码有序

进入体温检测区进行测温,体温低于 37.3°C方可进入考点。考

生须严格遵守考场所在地各项防疫要求(考场防疫要求在准考

证考生须知中),自 觉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文化和旅游部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对考试组织工

作进行相应调整并发布相关公告,请考生及时关注。

(二 )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报考要求

1.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全国导游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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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按 《关于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报考全国导

游人员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旅办发 〔2008〕 174号 )有

关规定执行,报名过程中也可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居民居住

证供资格审核。

2.台 湾居民报名参加全国导游资格考试,须提交中华人民

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供资格审

核。台湾居民参加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的其他要求与大陆地区考

生相同。

(三 )中等职业学校旅游类专业报考要求

2023届 中等职业学校旅游类专业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

考试合格且取得毕业证书,方可领取“
导游资格证书

”。

十、考前培训

省文化和旅游厅不指定培训单位 (机构 )进行此类培训,考

生自愿参加相关培训。各市州、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文化和旅游

局要加强对当地培训单位 (机构 )的指导和监督。提醒考生正确

对待相关培训,认真做好考前复习和备考,不要轻信非正规培训

单位 (机构 )的虚假培训广告,不要相信以包通过、内部消息等

承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十一、有关要求

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考试工作,坚持防疫为

先、加强管理、落实责任、严肃纪律,确保 2022年全国导游资

格考试 (湖北考区)顺利举行。

(一 )坚持防疫为先。各地要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

关防疫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统筹组织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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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各级卫健、疾控等专业部门力量,科学精准落实防控举措,做

到防疫为先。

(二 )加强考试管理。各地要加强对考试工作的领导,落实

专门负责机构和人员。加强对报名审核、考试组织、费用开支、

结果发布、证书核发等各环节全过程管理,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开

展工作。

(三 )落实考务责任。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进一步落

实考务责任,组织考务人员加强对考试工作有关文件、规定的学

习,强化履责意识,提高履职能力。

(四 )严 肃考风考纪。各地要加强对考试工作的事中事后监

管,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权威性。对在考试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违规违纪事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查处。

报名网站客服电话:021-61948895

省文化和旅游厅导考办电话:027-68892372/68892334(办 )

特此通知

附件:2022年全省导游资格考试考点联系表

湖北 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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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全省导游资格考试考点联系表

考点 详细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电话

武汉市
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33号

广源大厦 11楼 (田韦 )

027ˉ 82761063

027ˉ 82761077

襄阳市
襄阳市襄城区运动路 88号襄阳市文化和旅

游局 (孟涛 )
0710-3512259

宜昌市
宜昌市果园二路 2号市文化和旅游局信息

中心 (洪佳 )
0717ˉ6253362

十堰市
十堰市北京北路 52号十堰市文化和

旅游局 (李济先 )

0719ˉ8125757

黄冈市
黄冈市黄州区东门路 151号黄冈市文化

和旅游局 (陈亚武 )

恩施州
恩施市金子坝路

恩施州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科 (罗娅 )

0718-8228752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2022年 8月 19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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