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鄂文旅办函 〔2022〕 5号

关于组织实施 2022年全国中高级导游

等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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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

管理办法 (试行 )》 和 《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办公

室关于组织实施 2022年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的通知》有关

规定,2022年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 (湖北考区)定于 2022

年 11月 27日 (周 日)举行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一 )中级导游等级考试

1.学历要求:初级导游报考同语种中级导游的,学历不限;

初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中文 (普通话 )导游的,学历不限;初级

中文 (普通话 )导游和中级中文 (普通话 )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

游的,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初级外语导游、中级外语导游报

考其他语种中级外语导游的,须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2.执业经历:考取导游资格证书满 3年 (2019年 11月 27日



前考取 ),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取得导游资格证书满 2年(2020

年 11月 27日 前考取 ),且在报考前 3年内 (截止至 2022年 8

月 21日 )实际带团不少于 90个工作日(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

台记录为准 ),带 团工作期间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 )高级导游等级考试

1.学历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旅游类 (包括旅游管

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等专业 )、

外语类大专学历。

2.执业经历:考取中级导游证书满 3年 (2019年 11月 27

日前考取 ),且在报考前 3年 内 (截止至2022年 8月 21日 )实

际带团不少于 90个工作日 (以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记录为

准 ),带 团工作期间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报名程序

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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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和下载准考证 4

个环节(支持手机端报名和交费)。

(一 )提交报名信息

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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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费和下载准考证 4

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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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网 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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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妍)s∶〃mr.mct.gov.cn(全 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一全国中高级导游

等级考试报名入口)。

1.中 级导游等级考试报名信息上传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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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

资格证书扫描件、电子导游证扫描件、报名表扫描件 (行业组织

或旅行社加盖公章 )、 中级导游报考其他语种的须上传原中级导

游证书扫描件。

2.高级导游等级考试报名信息上传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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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 )

级导游证书扫描件、电子导游证扫描件、报名表扫描件 (行业组

织或旅行社加盖公章 )。

上传材料的具体要求参见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网上报

名系统。考生不得在多地重复报名。

(二 )报名信息审核

2022年 8月 22日 9∶00至 9月 19日 17∶00,各省级导游人员

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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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通过报名信息审核后交费,交费截止时间为 2022年 9

月 23日 17∶ 00。 交费成功后,考生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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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退费。

(四 )下载准考证

2022年 11月 18日 9∶00起 ,考生可通过全国中高级导游等

级考试网上报名系统下载准考证并自行打印。资格审核未通过或

未交费的考生,不 能下载准考证。

三、考试地点、考试方式与考试科目

(一 )考试地点

全省在武汉市设一个考点,考场地址及时间详见准考证

(二 )考试方式

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采取全国统一命题,以机考方式进

行。考试大纲可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 (wⅥw.mct.gov

cn)下载。

(三 )考试科目

全国中级导游等级考试分中文 (普通话 )和外语考试。中文

(普通话 )考试科目为《导游知识专题》和 《汉语言文学知识》。

外语考试科目为 《导游知识专题》和 《外语》。各类别考生考试

科目均为两科。

全国高级导游等级考试分中文 (普通话 )、 英语两个语种 ,

考试科目均为 《导游综合知识》和 《导游能力测试》。其中,中

文 (普通话 )考试以中文命题,并 以中文作答;英语考试以英语

命题,并以英语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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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 11月 27日

9∶ 00-11∶00 导游知识专题

14;00-16∶ 00 汉语言文学知识/外语

高级 11月 27日

9:00-II:00 导游综合知识

14∶ 00-16∶ 30 导游能力测试

四、考试时间

五、报名费用

报考中级导游报名考试费为 172元 /人 (其中,中 级中文导

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报名考试费 86元/人 ),报考高级导游员报

名考试费为 200元 /人。

六、考试结果公布

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阅卷工作由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

核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两科成绩均满足划线要求的

为合格,考试成绩当年有效。

2023年 3月 1日 9∶00起 ,考生可登录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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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省级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提出

复核申请,复核结果为最终结果,不再予以复核。

八、证书核发

对考试合格的考生,由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委

托各省级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发放相应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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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国中高级导游等级考试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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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九、其他事项

(一 )各省级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办公室负责组织报名、

考场设置、组织实施考试等工作。

(二 )各考场须全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在考试期间实行

全程录像,录像资料保存 6个月备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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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事宜在准考证考生

须知中提示),自 觉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四 )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考试实施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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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严肃考风考纪。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考试违规违纪行

为的发生,对于考试工作中出现的违规违纪事件,一经查实立即

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特此通知。

公 室



附件

全国中级导游等级考试报名表

考生类别 :□A□B□C□D□E□ F

注:考生类别:肛初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中文导游 ⒊初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

C一初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 卜中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

⒈初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中文导游 卜中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外语 馔辑种)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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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LL

`△

民 族 学 历 专业

身份证号 报考语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导游资格证书号 考取时间

中级导游证书号 考取时间

导游证号 办证时间

从事吼谁E亻仔邯艮

工作简历及

奖励情况

唯

证  明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考生签名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如存在虚假情况,自愿承担

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前_年 内实际带团共计_个 :L作 口。



全国高级导游等级考试报名表
考生类别:□A□B□C□D□ E

注:考生类别:艹中级中文导游报考高级中文导游 ⒊中级外语导游报考高级外语导游

C一中级中文导游报考高级外语导游 ⒈高级中文导游报考高级外语导游

⒈中级外语导游报考高级中文导游

性 别 出生年月

日召

LL
冖

民 族 学 历 专业

身份证号 报考语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导游资格证书号 考取时间

中/高级导游证书号 考取时间

导游证号 办证时间

从事勖旅工作郓艮

工作简历及

奖励情况

q△ 位

明证

申报前~年 内实际带团共计_个 工作日。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考生签名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如存在虚假情况,自愿承担

一切后果。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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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19日 印发

姓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