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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广 东 省 工 业 工 会 委 员 会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关于印发《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办

公室、考试院），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职

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的文件部署要求，今年 10 月份将举办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

为使各市、各行业和各参赛单位了解大赛内容和组织形式，

做好赛前训练工作，提升参赛选手竞赛水平，现将《2021 年广东

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各有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疑问，请直接与本工种竞赛

组委会办公室联系，联系人：张莹；联系电话：020－84180910

转 605 分机、13316200125。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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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

组织实施方案。

广东省岭南工商 广东省工业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

第一技师学院 工会委员会 技术转移中心

2021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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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和目的

1.竞赛宗旨

本次大赛活动旨在服务《中国制造 2025》战略和产业智能转

型对高技能人才的新需求。加快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对于提升企

业的生产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具有重要意义。

2.竞赛目的

本次大赛活动以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以“新时代、

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按照“进一步完善制度、规范操作、

丰富内容、扩大规模、提升质量、推广成果”的总体要求，广泛

组织开展本届职业技能竞赛活动。

二、组织机构

1.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

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的文件部署要求制订本方案。

2.组建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

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并成立相应机构，统筹竞赛的各项工作。

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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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协办单位：邓燚祯技能大师工作室

支持单位：广东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广东省教育厅机电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广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协会

广州市职工技术交流中心

广州赛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玮盈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一)组织委员会

1．主 任：陈公凡 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院长、党委

副书记

傅培德 省工业工会委员会主席

黄伟明 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委 员：张祝强 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副院长

唐翠红 省工业工会委员会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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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韬波 省智能制造研究所总工程师

陈健和 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副主任

邹新瑞 省食品和包装机械行业协会秘书长

李 颖 省机械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郑伟光 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徐月华 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机电专业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陈力捷 省教育厅机电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秘书长

梁汉茂 广州市职工技术交流中心书记、

主任

张 朋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林涌彬 广州市玮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邹业兵 杭州海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宋 建 华南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

(二)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张祝强 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副院长

傅培德 省工业工会委员会主席

黄伟明 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副主任：宋 建 华南理工大学高级工程师



6

张宋文 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高级实习指

导教师

傅蕴端 省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

高级顾问

成 员：邓燚祯、叶子进、张莹、何丽雯、陈得瑶等

组委会办公室下设专家组、赛务组、设备组、裁判组、仲裁

组、后勤保障组（各工作组职责范围内部公布执行）。

三、竞赛项目、竞赛标准与内容

(一)竞赛项目：机电一体化

(二)竞赛标准

以电工技师国家职业标准（国家职业资格二级）为依据。命

题在上述标准要求基础上，结合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的

职业技能要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的相

关内容，评分规则全面引入世界技能竞赛《专业规范》，具体要

求见技术文件。

(三) 竞赛方式

采取个人竞赛方式。

四、参赛选手资格

1.参赛对象为从事相关专业或工种并在企业生产一线的在

岗人员、院校教师、实训指导老师、校办工厂的职工，不受学历

和职称、职业资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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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选手应具有相当于本工种高级工水平，并具有安装、

编程、调试、故障诊断与排除等技能。

3.参赛选手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爱岗敬业，锐意进取，刻苦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4.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及已取得“全

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得再以选手身份参赛。

5.决赛参赛人数60人左右。

五、决赛时间、地点

1.决赛时间：2021年10月29日-31日、11月1日（颁奖礼）

2.竞赛地点：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

地 址：广州市花都区花港大道36号

（具体竞赛日程安排另行通知）。

六、奖励办法

按照《关于做好2021年全省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文件

执行。

1. 决赛人数为60人以上的前5名（30至59人之间的前3名，

10至29人之间的第1名）且符合条件的职工优胜选手，经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后，按规定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对

原已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的，不再重复表彰，名额也不

能顺延。

2. 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理论、实操、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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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审成绩均合格选手，颁发电工技师（二级）职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颁发办法参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关于做好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证书有关工作的通

知》（人社职司便函〔2021〕26号）执行。相关证书不重复颁发。

3. 晋升职业资格。原已取得技师（二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

能等级，竞赛理论、实操、综合评审成绩合格，获“广东省技术

能手”称号的参赛选手，颁发电工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证

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颁发办法参照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关于做好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证书有关工作

的通知》（人社职司便函〔2021〕26号）执行。相关证书不重复

颁发。

4. 个人成绩排名前6名，由大赛组委会分别颁发第一名、第

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荣誉证书。

5. 设立个人等级奖：一等奖（参赛选手的10%）、二等奖（参

赛选手的20%）、三等奖（参赛选手的30%），由竞赛组委会颁发

荣誉证书。

（二）设立团体奖。同一院校、独立法人单位或者大型企业

分支机构达到3人组团的参赛单位，以总分成绩排名前3名，由大

赛组委会分别授予团体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荣誉称号，并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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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三）设立优秀组织奖。对本竞赛项目组织工作作出贡献的

单位，竞赛活动中工作扎实、组织得力的参赛单位（达到 3 人组

团）和支持单位，由大赛组委会授予“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

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优秀组织奖”荣誉证书。

（四）设立先进个人。每个参赛单位和支持单位推荐一名在

竞赛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个人，由大赛组委会授予“2021 年广东省

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五）对所有裁判员，由大赛组委会颁发“2021 年广东省职

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执裁证书”。

（六）对获奖选手对应的一名教练，由大赛组委会颁发“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优秀教练

员”荣誉证书。

（七）专家组组长及成员，由大赛组委会颁发“2021 年广东

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专家组长、专家

组成员聘书。

七、成绩评定

1．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裁判组负责。理论知识竞赛采用

计算机考试，成绩由计算机自动评分；实操竞赛成绩由裁判组根

据实操评分表现场集体评判、计分。

2．参赛选手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成绩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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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累加排定，其中理论知识（满分为 100 分）占总成绩的 20%，

操作技能（满分为 100 分）占总成绩的占 80%。当出现成绩相同

时，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成绩高者名次在前；若仍不能分出

先后，取相同名次。

3．团体成绩排名按该参赛单位选手个人成绩之和进行计评；

总成绩相同时，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高者名次在前；若仍不

能分出先后，取相同名次。

八、竞赛程序

(一)报名办法

1．填写《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

技能竞赛报名表》、和《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

体化职业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见附件 1、附件 2）纸质及电子

文档。

选手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大一寸免冠白底彩色或黑白电子照

片（照片文件名册以本人姓名命名，源文件必须是标准证件数字

照片，JPG 或 JPEG 格式，白色背景，大于 10K，小于 40K，像素

≥295×413）、单位缴纳社保证明，详见“(二)资格审核”。

以上材料请 9 月 24 日前报送到本工种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可接受邮寄，邮寄费由参赛单位承担。

2. 报名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267号瑞华大厦北塔16楼C-F；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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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得瑶，联系电话：020-84180910、89020610 转 603，18028054387，

邮箱：sukeypx@126.com。

3．名额分配

1）由各地级以上市及省属行业、企业集团通过选拔或推荐形

式参加全省决赛。

2）各地级以上市主管部门及省属行业、企业集团或者大型企

业分支机构组队，也可以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为单位和学

校为单位组队。

4．参赛费

参赛费每位选手交 1200 元。各参赛队的食宿统一安排，费用

自理（食宿费用另行通知）。

(二)资格审核

参加竞赛的选手为在职职工，须提供社保证明。决赛参赛选

手的资格由各选送单位初审，并在复印件上加盖“与原件相符”

印章以及经办人签章，连同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备案存档，以及身

份证复印件和大一寸免冠白底彩色或黑白电子照片，送给本工种

承办单位组委办公室审核以及办理相关证件。

(三)制发参赛证

本工种竞赛组委会办公室在将参赛队及选手的相关资料复

查、审核无误后，归纳、整理转发给组委会最后审核批准后，由

组委会办公室根据相关资料、选手信息制作参赛证，并在报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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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给参赛选手。

参赛选手必须佩带由“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

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制发的参赛证件及身份证原件，方

可具有进入比赛场地的资格。

(四)决赛安排

本次竞赛分初赛、选拔赛和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初赛和选拔

赛由各市及省属行业、企业集团组织实施，决赛由本工种组委会

组织实施。

具体赛程将在决赛前发放的《竞赛指南》进行明确。

九、竞赛规则

(一)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并携（佩）戴大赛组委会签发

的选手证参加比赛。

2．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时间，提前15分钟检录进入赛场。并

按照指定的编号位参加比赛。迟到l5分钟者不得参加比赛。离开

赛场后不得在赛场周围高声谈论、逗留。

3．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不得将相关技术资料和工

具书带入赛场。所有的通讯工具和摄像工具不得带入比赛现场。

4．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

需经评审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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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参赛队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6．当听到大赛结束命令时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或答题，

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离开比赛场地时不得将试题、草

稿纸等有关的物品带离现场。

(二)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关证

件，着装整齐。

2．除现场评委、安全巡视和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

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选手工作区域。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场

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得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

4．操作技能竞赛赛场对社会开放。观众可在参观时段到比赛

现场参观和体验，期间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得

与选手交谈或从事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活动。

5．每场比赛的参观时间为：比赛开始 30分钟后至比赛结束

前 30 分钟。

十、裁判组织

由大赛组委会聘请第三方国家级裁判员、高级考评员、省级

考评员等行业专家，以及由参赛队推荐的教练，（见附件3《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推荐

表》，同一参赛单位每个团体可推荐一名）组成大赛考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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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大赛评判工作。

裁判组：负责整个竞赛的评判工作。制定评判标准及规则；

对竞赛理论知识与软件应用、实际操作竞赛进行阅卷、评分、成

绩汇总登记、竞赛结果的核实、发布等工作。

十一、申诉与仲裁

（一）比赛期间及成绩公布前，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

的设备，有失公正的评分、计分，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

均可及时以书面形式向裁判长提出申诉。裁判长应尽快组织全体

裁判员按照裁判员当时的原始记录资料进行全面复查，确定并答

复审查处理的意见。

（二）参赛选手认为处理结果不合理的，可通过本代表队负

责人，在向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反映。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经调

查认为是技术问题的，可依据所反映的具体问题，要求裁判长组

织裁判员对成绩复核、确认。如属于违背公平、公正方面的问题，

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可直接处理。

（三）参赛选手认为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的处理结果不合理

的，可由代表队负责人在该项竞赛结束后30分钟内向大赛仲裁组

提出书面申诉，由组委会做出最终处理。

十二、联系方式

本工种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张莹；联系电话：020－

84180910、89020610转605；13316200125，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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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eycn@foxmail.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7 号瑞华大厦北塔 16 楼 C-F；

邮编：510630。

本实施方案请查询 http://www.sukey.cn网站。

十三、本实施方案条款的解释归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

附件：

1．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报名

表

2．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报名

汇总表

3.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裁判

员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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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

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贴

照

片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邮编

单位名称 职业资格等级

地址

手机 电子邮箱

是否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或

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

是否已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

个人简历

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市级以上人社

局或鉴定中心

或主管部门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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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职业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盖章）：

领队姓名： 性别： 职务： 手机： 邮箱：

团体 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手机 邮箱 教练姓名 教练手机 教练邮箱

团体 1

团体 2

注：请务必填写正确的手机及邮箱资料，竞赛相关通知或文件将通过邮件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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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

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学 历

身份证号码 邮 编

电子邮箱 职业资格等级

电 话 手 机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个人简历（要求

描述本项目专业

技能水平）

所在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请连同选手报名表一同递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