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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行业迎来了鼎盛时期,这也促使酒店成为了许多人休闲、娱乐、停
留的重要场所。这也进一步引发市场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各个院校开始针对这类人
才展开培养,在这过程当中,酒店管理方向也成为了许多高校酒店专业发展当中的重点领域。
从国内外的发
展经验来看,针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除了需要学生掌握良好的知识以外,其所表现出来的实践技能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就目前来看,有关酒店实训室工作并没有一个规范的标准,探索酒店管理实训室的构建
模式也成为了随着时代发展所衍生出来的重要课题。由此,本文以“酒店实训室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
解决策略”作为重要研究,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为进一步培养优秀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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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of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Hotel Train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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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ourism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its peak period, which has also
prompted hotel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place for many people to relax, entertain and stay. This also further led to
increasing demand for hote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an to train such talents. In this
process, the direction of hotel management has also become the key fiel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otel majors in many
universities.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raining of hote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requires students to master not only good knowledge, but also the practical skills. At present, there is no standard for the
work of hotel training room, and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hotel management training roo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deri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hotel training room"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hoping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rther training of excellent hotel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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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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