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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答

全省外语语种最多
外语专业最齐的高校

学院现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
利语、泰语、印尼语、越南语、阿拉伯
语、缅甸语、柬埔寨语、马来语及老挝
语17个语种，以及国际商贸、国际旅
游、艺术等共34个专业。各语种专业
按“外语+职业”模式培养，易学、能用，
有利于终身发展。

学院现有教职工近400人，其中外
籍教师20余人，引进了一批国内外有
影响力的外语专家、行业资深专家来

校任教，拥有一批省级教学名师、骨干
教师，另聘有大批来自国（境）内外高
校、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和来自行业、
企业一线的专家能手。

开放办学
面向世界培养高质量人才

学院坚持与国内外高端企业深度
合作，实行订单式联合培养外语（教
育）、旅游、商贸和艺术等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先后与海南国际观澜湖投资
集团、喜来登酒店管理集团、希尔顿酒
店管理、中国免税商业集团等优秀企
业联合培养各类人才，确保学生高质

量就业。学生年就业率达到92%以
上，就业领域涉及教育、商贸、金融、旅
游、酒店、物流、交通、文化、IT、地产、
公共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每年都有
一批毕业生到迪拜、马尔代夫、新加
坡、日本等国（境）外就业。

学院充分发挥外语办学和全国著
名侨乡的地缘人缘优势，不断提高国
际化办学水平，与国（境）外20多所高
校、机构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开展专
业与课程建设、互派交换生（留学生）
和教师、带薪实习、学历提升等实质性
合作项目，为学生搭建了广阔的出国
留学平台。学院具有招收留学生资
格，招收了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

斯、泰国、丹麦、柬埔寨等国的留学生，
形成了浓郁的外语学习氛围。

人才培养成绩突出
学生屡创我省高校佳绩

学院坚持以质量求发展，全力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长期以来，学生在
各级各类翻译、演讲、技能、文体等大
赛中屡创佳绩。近3年来，共荣获50
余项国家级奖励和 300 多项省级奖
励。在近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学生共获30多个奖项，其中特等
奖（全国第一名）2项。2018年 5月，
学院两名学生在第21届“外研社杯”

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全国总决赛中
斩获一等奖，开创了我省高校以及全
国高职院校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学院
学生文工团和礼仪队多次受邀赴港参
加联谊活动；学生踊跃参加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等各种
国际盛会志愿服务活动，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赞誉。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院紧抓海
南发展新机遇，坚持国际化办学特色，
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快
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正朝着建设理念先进、特色鲜明、
国内一流的高水平应用型外语类高校
的目标迈进！

全国唯一的公办全日制外语类普通高职，致力于培养外语、国际商贸、国际旅游等国际型职业人才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立足海南 面向世界 着眼未来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坐落于中国首个滨海卫星
发射基地——文昌市，是经
海南省政府批准、教育部备
案的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
等职业院校，也是全国唯一
的公办全日制外语类高等
职业院校。据了解，该校是
海南省外语语种最多、外语
专业最齐的高校，2012年
成为全省第二所省市共建
高校，2018年成为海南省
教育厅批准建设的省级优
质高职院校。

学院规划用地600余
亩，教学条件优越。拥有
国内一流的校内实训室
55个，在全国各地建有86
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
院生活设施齐全，衣食住
行便利。学院地处文昌
市，乘坐高铁到海口仅需
20分钟，乘坐汽车到海口
只需 45 分钟，发车班次
多，出行“想走就走”。学
生宿舍温馨舒适，配备空
调设备和公共热水浴室
（免费），无线网络全覆
盖。校园环境优美，运动
设施齐全。

部门

招生办

英语系
国际商务系
东语系
西语系
旅游系

人文艺术系
教务处

招生QQ

联系人

吴老师

陈老师

符老师
林老师
吴老师
王老师
李老师
林老师
陈老师
赖老师

2109154066 2841107679 2115268950 2821604392

移动电话

13976560836

13876631317

13976708077
13078916808
18876706088
13518846889
18976839166
13518874158
18976808885
13907609779

办公电话
0898-63297715、
15508962988

0898-63297756、
15508935388

15508960188
15501836588
15508961288
15501871988
15501700188
15501865488
15508994088
15501844088

2018年学院招生联系方式

问：学院办学特色和培养的主
要方向是什么？

答：学院办学特色是“外语+”，
即 17 种外国语同行业技能结合。
学院主要培养从事国际商务、国际
贸易、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少儿师
资等行业一线岗位具备国际视野发
展潜质的高素质技能型管理人才。

问：各专业对考生的外语基础
有无要求？

答：学院各专业对考生的外语基
础均不做限制。对小语种实行“零起
点小班制，外教浸入课堂、多种职业
扩展、国外本科延伸”的办学模式。

问：学生有出国机会吗？
答：学院与美国、英国、俄罗斯、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瑞
士、马来西亚、泰国等国 20 多所大
学和机构进行联合办学。开展出国
留学、专升本、专升硕；以及大学生
暑假赴美“旅游+工作”；赴欧美（如
瑞士、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等）
的“互惠生”；赴新加坡、迪拜等地参
加工作等项目。此外，学院开展“国
际联合培养生”奖励项目，学院选送
外语类专业优秀学生前往相应母语
国家本科院校深造一年。

问：学院可以专升本吗？
答：可以。学生可通过报名参

加“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院校深
造。学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展

“专升本”（2+2卓越班自学考试项
目）、“专升硕”（3+1+1，三年在学
院，一年在广外，一年在国外）办学
项目；在校生也可参加海南师范大
学在我院举办的英语专业“专接本”
自考本科项目（在我院开课，执行专
本衔接教学计划），成绩合格者，获
得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电子注册
的本科自考文凭。此外，我院还与
广州大学（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本
科自考）、广西民族大学等开展多项
深层次办学合作。

问：学院毕业生就业前景如何？
答：学院每年举办大型校园招

聘会和各种类型的专场招聘会，许
多企业都纷纷提前预定我院毕业
生。我院毕业生每年的就业率均达
到92%以上。我院学生主要就业领
域为涉外企业、高星级酒店、景区、
游艇、高尔夫、免税商场、教育和培
训机构等等单位高薪就业。每年约
有 10%以上的同学成功在新加坡、
迪拜等国（境）外深造和就业。

学校地址：文昌市教育路178号（邮编571321）
网址：www.hncfs.edu.cn 邮箱：zsjy0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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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系

英语系

国际商务系

东语系

西语系

旅游系

人文艺术系

专业（方向）
英语教育

应用英语（英语翻译）
应用英语（涉外事务）

国际贸易实务
电子商务
商务英语

商务英语（“3+2”专本分段培养）
会计

应用日语
应用韩语
应用越南语
应用泰语

应用阿拉伯语
应用外语（印尼语）
应用外语（缅甸语）
应用外语（马来语）

应用外语（柬埔寨语）
应用外语（老挝语）

应用俄语

应用法语

应用德语

应用西班牙语

应用外语（葡萄牙语）

应用外语（意大利语）

旅游管理（航天旅游文化）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会展策划与管理

旅游英语

空中乘务

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

首饰设计与工艺

音乐表演

语文教育

2018年高职招生专业一览表

备注：1、以上所有专业在我院就读的学制均为三年，获大专毕业学历。2、商务
英语（“3+2”专本分段培养）专业只限海南省生源，与海南师范大学开展高职与普通
本科“3+2”分段培养。3、音乐表演专业学费8000元/年，首饰设计与工艺、视觉传播
设计与制作专业学费6600元/年，语文教育专业学费4950元/年，其他专业学费5400
元/年；住宿费1050—1450元/年。4、空中乘务专业要求五官端正，无身体缺陷，身体
裸露部分无明显疤痕，无纹身。男生要求身高172—184厘米，体重为〔身高（cm）-
105(cm)〕(kg)(1±10%)；女生要求身高 162—175 厘米，体重为〔身高（cm）-110(cm)〕
(kg)(1±10%)。身体健康、体型均匀；听力正常，无口吃，矫正视力不低于4.8，无斜视、
无色盲、无色弱、无腋臭、无传染病及精神病和癫痫病史；健康状况达到《民用航空招
收飞行学生体检鉴定规范》（MH/T7013-2017）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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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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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系部

英语系

国际商务系

旅游系

东语系

西语系

专业
应用英语
英语教育
商务英语
酒店管理
旅游管理
应用日语
商务日语
应用韩语
应用泰语

应用外语（印尼语）
应用俄语
应用德语
应用法语

应用外语（葡萄牙语）
应用西班牙语

合计

学制（年）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毕业学历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大专

专业计划
50
120
60
70
70
20
20
30
20
20
20
20
20
20
20
580

收费标准

前三年中职阶段2800元/年，后
两年高职阶段5400元/年（前三
年中职阶段免学费；第四年政府
补助5000元学费，学费差额400
元由学院补助；第五年学院足额
补助学费5400元）。住宿费850
元/年（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申请
免除住宿费）。

招生对象

参加海南省2018年中考，符合
录取条件的初中毕业生。

备注

应用英语、英语教育、商务英语均
从基础开始教学。日语、韩语、泰
语、印尼语、俄语、德语、法语、葡
萄牙语、西班牙语实行“零”起点
教学。

2018年五年一贯制大专招生专业及计划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庾阳同学（左三）在第九届全国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口语大赛
中获得非专业组第一名，郭娃同学（右三）获得该项比赛专业组三等奖。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学生在2018年第21届“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中斩获一等奖，创造我省高校以及全国高职院校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学生们在和外教互动。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学院官网 学院微信招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