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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休闲农业专业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休闲农业（510105）。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休闲农业专业技能考核主要从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和跨岗位综合技能三个方面

进行，旨在引导高职院校加强专业教学基本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

节；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专业办学水平；培

养具有现代休闲农业生产、管理、建设与服务基础知识，具备园艺产品生产与营销、农业导

游与接待和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等能力，从事休闲农业园区园艺植物生产与管理、导游与

接待服务、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等工作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与跨岗位综合技能的考核。

专业基本技能：包括园艺植物栽培基础、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基础两个模块。

着重测试学生对常见观赏园艺植物识别、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规范服务、休闲农业

园区接待讲解服务等专业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

岗位核心技能；包括园艺植物繁殖、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应用两个模块。着重

测试学生播种育苗、扦插，创意活动策划、休闲农业园区经营管理等岗位核心技

能的掌握情况。

跨岗位综合技能：包括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休闲农业产品营销两个模块。

着重测试学生对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以及休闲农业产品营销的跨岗位综合技

能的掌握情况。

（一）专业基本技能

专业基本技能中的模块一（园艺植物栽培基础）下设常见观赏园艺植物识别

一个项目 10 道题，模块二（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基础）下设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规

范服务和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讲解服务两个项目 16 道题。

模块一 园艺植物栽培基础

1.常见观赏园艺植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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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识别常见的观赏园艺植物种类品种，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中文名称、主要的

生态习性和主要的园艺应用方式。

（2）职业素养要求

做好技能抽查前的准备工作，不得损坏植物标本，书写工整，着装整洁，服

从安排，使用的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回答问

题语言流畅，表达专业、规范。

模块二 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基础

1.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规范服务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根据所提供的案例资料，能根据游客的特点和参观游览项目，做好有关专业

知识和语言上的准备，尽快进入为旅游者竭诚服务的状态，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发现并指出案例中导游人员在接待服务过程中的错误行为，并以导游服务规范的

要求提出正确接待服务的做法。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导游人员的职业形象，仪表端庄大方；仪容整洁、卫生、美观、得体；

仪态应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自然得体。符合导游人员的职业素质，体现良好的

职业道德。符合旅游企业的质量意识和管理要求。

2.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讲解服务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

能遵循导游讲解的基本原则，依据导游讲解的基本要求，根据提供的案例资

料，针对园林、建筑等人文景观，针对地质景观、生物景观、水体景观、气象气

候景观等自然景观，运用突出重点法、触景生情法、设置悬念法、虚实结合法、

类比法等方法进行讲解。

（2）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导游人员的职业形象。仪表端庄大方；仪容整洁、卫生、美观、得体；

仪态应落落大方、彬彬有礼、自然得体。符合导游人员的职业素质，体现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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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符合导游语言的准确、适中、通俗、流畅、生动、灵活基本要求。

（二）岗位核心技能

岗位核心技能中的模块一（园艺植物繁殖）下设播种育苗、扦插两个项目 7

道题。模块二（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应用）下设休闲农业园区创意活动策划、休闲

农业园区经营管理两个项目 14 道题。

模块一 园艺植物繁殖

本模块技能要求能根据给定条件进行播种、扦插等种苗繁育方法，技能点划

分为两个方面，即播种与扦插。其中应根据种子大小不同及种子品种特性采用不

同的播种方法，扦插分为嫩枝扦插与硬枝扦插。

1.播种育苗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遵照正确的播种操作方案，在遵守操作规程的前提下，独

立完成基质配制、装填基质、播后管理等容器育苗任务，操作充分体现“生态环

保、低碳节能”标准化育苗的理念。

（2）职业素养要求：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操作要求规范、完整，不得出现种子空播、多播、

重播等情况，考试后进行现场清扫、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2.扦插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根据给定条件，正确选择插穗，对其处理恰当，苗床整理

平整、基质选配恰当，并进行了遮阴及浇水。

（2）职业素养要求：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操作时应节约用材，注意安全，考试后进行现场

清扫、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二 休闲农业园区管理应用

1.休闲农业园区创意活动策划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能够根据所提供的农业园区案例资料，发现项目中在种植、

养殖、游乐体验、节庆、产品等方面的潜在创意元素，对创意元素做好分类，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可开发的创意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创意活动策划的方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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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求明确活动主题、活动地点和时间、活动目的、功能意义、流程安排、活

动组织实施等内容。

（2）职业素养要求：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和习

惯；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2.休闲农业园区经营管理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能够根据所提供的农业园区案例资料，发现园区经营管理

上现有问题，同时能够分析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建议，及时作出对农业园

区经营管理上的调整。考核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能够做出市场调查问卷设计，能够提出合理建议。

（2）职业素养要求：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严谨、认真细致的工

作态度；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跨岗位综合技能中模块一（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下设休闲农业园区规划

设计一个项目 3道题，模块二（休闲农业产品营销）下设休闲农业产品营销一个

项目 3道题。

模块一 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

1.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

基本要求：

（1）技能要求：能够根据所提供的农业园区背景内容资料，深刻理解场地，

同时按照任务书的要求进行农业园区景观与产业的合理布局，正确的功能区域划

分。在打造美丽生态农业园环境的同时，功能布局需满足休闲农业在吃、住、行、

游、娱、购等方面的特色内容，合理的运用一、二、三产业进行场地功能布局，

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完成休闲农业园区平面布置及整体功能分区规划设计工作。

设计图纸表达说明清楚，内容完整，图面整洁，表达专业规范。

（2）职业素养要求：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遵守操作规范流程方法步骤，条理清楚，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

态度和习惯，保持现场清洁和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5

2.休闲农业产品营销

（1）技能要求：能够根据所提供的案例资料，发现问题所在，并能够分析

问题，将休闲农业产品营销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提出合理的营销策略或改进

建议。考核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供合理

的解决方案。

（2）职业素养要求：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严谨、认真细致的工

作态度；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文明参考。

四、评价标准

各考核项目的评价包括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技能操作过程或结果（或作品）

两个方面，总分为 100 分，其中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占该项目总分的 20%，操作

过程与结果（或作品）占该项目总分的 80%，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可贯穿于整个

操作过程（或完成效果）。

表 1 常见观赏园艺植物的识别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抽查前的准备工作，不得损坏植物

标本，书写工整，着装整洁，服从安排，使

用的工具归位，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具备

良好的心理素质，回答问题语言流畅，表达

专业、规范

损坏植物，严重违

反考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本项目

记 0分

操作与结果

植物

名称

正确识别，写出所给园艺植物常用的中文名

称
从该项目中随机抽

取 1道题，按所给

定条件、测试要求

和相关规范独立完

成，完成工作量低

于 60%的，计 0分

生态

习性
正确写出所给园艺植物的一种生态习性

应用 写出所给植物主要应用方式

表 2 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规范服务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知识和语言上的准备充分，仪容仪表大方

得体，符合职业规范；正确调整好心态和

情绪。掌握导游接待的要素和规范，关注

旅游者的安全，能妥善处理旅游者（团）

的遗留问题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者，计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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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与结果
效果

表达

彬彬有礼、言语得体；表达内容逻辑清楚，

符合导游服务规范；能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并提出符合规范的接待服务流程和做

法建议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表 3 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讲解服务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仪容仪表：礼貌到位、精神饱满，着装妆

容自然得体，符合导游职业规范要求；讲

解内容：内容健康、准确，主题鲜明，信

息完整；讲解结构：结构合理、层次分明，

详略得当，逻辑性强；文化内涵：文化内

涵深厚；讲解策略：角度新颖，通俗易懂，

生动幽默，富有感染力、亲和力，适合情

境和服务对象特点；语音语调：普通话标

准，语调自然，音量和语速适中，节奏合

理；表达能力：口齿清晰，语法正确，表

达自然流畅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者，计 0分

操作与结果
效果

表达

声音洪亮、字正腔圆、言语得体；表达内

容完善，逻辑清楚，通俗易懂，讲解生动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表 4 容器播种操作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遵守考场纪律，有良好的生产习惯，不影

响他人，按时完成操作任务，对现场卫生、

生产工具及时整理、清扫

根据生产要求选择合适的播种容器，基质

配比恰当正确使用播种机进行播种，盖土

厚度和浇水适当，播后管理正确

操作过程中出现

种子浪费、人员受

伤的情况；严重违

反考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本项

目记 0分

操作与结果

在遵守操作规程的前提下,独立完成基质配

制、装填基质、播后管理等容器育苗任务，

充分体现“生态环保、低碳节能”标准化

育苗理念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种子播前处理，基质 PH值恰当，基质消毒

剂使用正确，装填基质松紧恰当，播后环

境管理正确

表 5 园艺植物扦插繁殖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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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遵守考场纪律，有良好的生产习惯，不影

响他人，按时完成操作任务，对现场卫生、

生产工具及时整理、清扫

操作过程中出现

种子浪费、人员受

伤的情况；严重违

反考场纪律，造成

恶劣影响的本项

目记 0分

操作与结果

能正确选择繁殖材料，根据不同繁殖方法

及不同时期确定材料选择和处理方法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熟悉无性繁殖方法的操作规范，根据不同

种类与不同时期进行正确操作，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任务

表 6 休闲农业园区创意活动策划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

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

度和习惯；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者，计 0分

操作与结果

方案

说明

活动策划方案能充分挖掘创意元素，活动

主题明确，具有创意，功能目的明确，活

动组织设计合理，有针对性，有具体流程

安排，落地性强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效果

表达

字迹清晰，图表规范，表达准确，说明语

言流畅，言简意赅

表 7 休闲农业园区经营管理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

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

度和习惯；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者，计 0分

操作与结果

解决

方案

发现问题针对性强，分析问题具有逻辑，

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系统客观，有适用性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效果

表达

格式规范，表达准确，说明语言流畅，言

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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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

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

度和习惯；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者，计 0分

操作与结果

设计

方案

场地景观布置合理，功能分区规划设计完

整，每个功能分区布局、内容、位置都能

够满足休闲农业园区特征，能体现一、二、

三产业的融合，可操作性强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效果

表达

字迹清晰，图面整洁，表达准确，图纸布

局合理，说明语言流畅，言简意赅

表 9 休闲农业产品营销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考核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做好技能考核前的思想准备，具备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按正确的方法步骤，

条理清晰，表达完善；具有良好的工作态

度和习惯；尊重考评员和现场工作人员，

文明参考

严重违反考场纪

律、造成恶劣影响

者，计 0分

操作与结果

解决

方案

案例分析全面，发现问题针对性强，分析

问题具有逻辑，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具有

系统性、客观性、适用性

从该项目中随机

抽取 1道题，按所

给定条件、测试要

求和相关规范独

立完成；完成工作

量低于 60%的，计

0分

效果

表达

格式规范，表达准确，说明语言流畅，言

简意赅

五、考核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操作考核，成绩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

按 100 分制评分，60 分以上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秀。

1.模块选取：采用“必考、选考”方式进行。即专业基本技能 2个模块、岗

位核心技能 2模块为必考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模块可以根据当年学生选修情况

选择参考或不参考。

2.项目选取：参考学生按照分派比例随机抽取考试项目，具体项目参考学生

比例见表 10 。各模块考生人数按四舍五入计算，剩余尾数考生在必考模块中抽

取考核项目。

3.试题抽取：学生在相应的考核项目题库中随机抽取 1道试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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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技能抽查考核的人数分配

序

号
类型 模块 考核项目

考核

要求

参考学生

比例（%）

1 专业基本技能

园艺植物栽培基

础
常见观赏园艺植物识别

一个项

目必选

必考

30%

休闲农业园区管

理基础

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规范服务 两个项

目必选

必考

30%
休闲农业园区接待讲解服务

2 岗位核心技能

园艺植物繁殖
播种育苗 两个项

目必选

必考

20%
扦插

休闲农业园区管

理应用

休闲农业园区创意活动策划 两个项

目必选

必考

20%
休闲农业园区经营管理

3
跨岗位综合技

能

休闲农业园区规

划设计
休闲农业园区规划设计

一个项

目必选

必考

5%

休闲农业产品营

销
休闲农业产品营销

一个项

目必选

必考

5%

六、附录

1. 相关法律法规

《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旅行社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相关规范与标准

《导游服务质量》（GB/T 15971—1995）

《风景园林图例图示标准》(CJJ67(95)

《公园设计规范》(CJJ41(92)

《总图制图标准》(GB/T50103(2001)

《花卉与观赏苗木品种鉴定规范》（DB32/T 2110-2012）

《花卉种苗组培快繁技术规程》（NY/T 2306-2013）

《花卉栽培基质》（DB11/T 770-2010）

《花卉检验技术规范》（NY/T 1656-2008）

《蔬菜育苗基质》（NY/T 2118-2012）

《蔬菜穴盘育苗 通则》（NY/T 21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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