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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况 

 

一、 学院简介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素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

之称的中国最美海滨城市、中国最宜居城市——青岛，是经教

育部批准成立的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校。学院办学历史可追

溯到 1945 年成立的私立青岛商科职业学校，经过几代人的不

懈努力和矢志追求，2002 年在山东省青岛商业学校和山东省

饮食服务技工学校基础上创办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学院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是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是山东省

首批特色名校、山东省首批优质高等职业院校、青岛市首批品

牌高职院校、教育部第一批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也是“全国

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单

位”“省级文明校园”“青岛市文明校园”。 

       学院明确“聚焦酒店业办专业”的思路，围绕酒店业产业链

需求，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酒店业全科型专业链的

目标。对接文化创意、精品旅游等新旧动能转换 10强产业，融

入青岛市“956”产业新体系，构建了“1 个国家‘双高计划’

专业群，2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8个院级专业群”的专业群发

展架构，形成了以国家经济重要门类之一住宿餐饮业的智能化、

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主线的专业群建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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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是一所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高职院校，设置有酒店管

理学院、文旅学院、烹饪学院、酒店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会计学院、信息工程技术学院、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础教学部等 10个二级院部，开设有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烹

调工艺与营养等 35 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 14000人。其中，全

国职业院校示范专业点 2 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 2 个，教

育部 1+X证书制度试点项目 6个；专本贯通分段培养专业 3个，

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高水平专业群 2 个，省级示范专业 2 个，

省级特色专业 7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 10个，省级品牌专业群

2 个；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1 个，省市级现代学徒制试

点项目 7 个，牵头开发省级教学指导方案 7 个；青岛市高职重

点建设专业 6 个；山东半岛专业办学联盟 1 个，青岛市中高职

专业办学联盟 2 个。旅游专业大类办学实力连续六年排名省内

高职第一。 

     学院坚持“双师型”教师个体成长和“双师型”教学团队

建设相结合，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基本建

成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高素质“双

师型”教师队伍。现有教育部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3

名，省级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9 名，全国技术能手 3 人，山东

省教学名师 3人，省级教学团队 5个，省级青年技能名师 4人，

省级职业教育名师工作室 2 个，省级职业教育技艺技能传承创

新平台 2个，青岛高校教学名师 6人，山东省先进工作者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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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教育名师 1 人、旅游教育杰出青年教师 1 人、青岛市劳动

模范 2 人、青岛市会计领军人才 1 人。荣获 2 个首批全国职业

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探索形成的“专业在

前沿、行业有影响、国际可交流”双师队伍经验得到教育部官

方网站报道。 

    学院坚持开放办学，全面推进国际化办学工作。学院举办中

澳酒店管理专业专科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个，境外建有中国烹饪

学院 3所，是全国首批“中美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联合培

养百千万交流计划”项目院校、山东省首批留学生奖学金获批单

位，目前招收韩国、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历留学生。

与加拿大卡纳多学院、澳大利亚南澳 TAFE 学院、台湾高雄餐旅

大学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余所院校、16 个教育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广泛开展师资交流、学生交流、境外实习、外籍教师引

进、优质教育资源引进等工作。2017 年、2019 年被评为全国高

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 50 强”,2018 年、2019 年被评为“亚

太职业教育影响力 50强”，荣获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卓

越奖。 

学院校园文化建设特色鲜明，坚持以“文化引领、品牌引领”

作为校园文化建设总体思路，以建设特色校园文化为核心，以坚

持文化育人为重点，以促进学院的整体发展为目标，经过多年的

文化积淀，凝练了以“崇德尚能、时尚真情”为内核、以“微笑

文化”为外显的校园核心文化理念，确定了“勤、真、灵、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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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训、“爱心、实力、责任”的校风，打造和传播“微笑文化”，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生态。学院被评为山东省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基地。 

      近年来，学院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顺利通过了山东省

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全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

作评估、德育与校园文明建设评估，并取得了优秀等级。入选国

家旅游局旅游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示范基地、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

养基地、山东省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山东省第一批学

分制改革试点高职院校。传承着七十余年的职教血脉，沐浴着新

时代的浩荡春风。当前，学院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以“双高计划”建设为契机，全面加强内涵建设，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向着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酒店业全科

型职业教育品牌奋勇前进，打造中国酒店业职业化人才的摇

篮。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部门决算仅包含学院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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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19 年部门决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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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目 决算数 项目 决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3995.65 一、教育支出 22112.3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1、基本支出 15729.39 

三、事业收入 8566.69    2、项目支出 6382.99 

四、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二、科学技术支出  

五、其他收入 1442.48 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24004.82 本年支出合计 22112.38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事业基金 1892.44 

上年结转     

      

      

收入总计 24004.82 支出总计 2400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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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财政拨款决算支出总表 
      单位：万元 

支出类别名称 项目名称 功能科目编码 功能科目 
经济科目

编码 
经济科目 经费拨款 

  总计         13995.65 

基本支出            

  教育支出            

    在职人员支出            

  在职人员支出          

    2050305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1,696.00 

业务类项目支出           

  
高等职业教育专

项资金 
        

    2050305        

      301 高等职业教育 2279.65 

          

  技校教育         

  2050303     

    301 技校教育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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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19 年部门决算和重要事项说明 

（一）收支总体情况 

2019年总收入为 24004.82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13995.65

万元，事业收入 8566.69万元，其他收入 1442.48万元。 

2019年总支出为 22112.3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5729.39万元，

业务类项目支出 6382.99万元。基本支出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

出 11567.7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1920.92 万元，日常公用

支出 2240.68 万元。业务类项目支出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2956.39 万元、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2104 万元、专业教学课程建

设508.74万元、师资队伍提升292.51万元、职业技能大赛200.99

万元、科研项目 80 万元、校园文化建设 75.4万元等项目。 

实际收支差额为 1892.44万元，结转事业基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9 年财政拨款收入为 13995.65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为

13995.65万元，主要包括以下主要项目： 

1. 基本支出 11696万元： 

工资福利支出 11696万元。 

2.业务类项目支出 2299.65万元： 

烹饪实训楼建设 31.75 万元；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2104 万元；技

工教育特色名校、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省级集训基地项目

经费 20 万；高校优秀青年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高校本科教学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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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提升工程 40.7 万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重点计划、高校重点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高校党建“双创”“双带头人”27.5 万；  

省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30.5万元；

高校港澳台华侨学生中央专项 1.4万元；校园足球发展、学生运

动会备战训练比赛、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15 万；

四项大赛奖励 2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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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 财政拨款收入：财政补助收入是指财政部门拨付的教育事

业经费。 

二、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指学院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

动所取得的收入，主要是学费收入和住宿费收入。 

三、 其他收入：指各部门的创收收入、投资收益、固定资产出

租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存款利息等。 

四、 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六、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