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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市 教 育 局
洪教职成字〔2021〕13 号

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2021 年南昌市中等

职业学校技能竞赛工作方案》的通知

相关县（区）教体局，各中等职业学校：

现将《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工作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南昌市教育局

2021 年 8 月 16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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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

技能竞赛工作方案

为建党百年献礼，更好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的会议精神，推动

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推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进”，

全面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实现与全国、全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对接。经研究，决定举办 2021 年南昌

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各校要按照大

赛制度要求开展工作，加强疫情和风险防控，确保大赛顺利

进行。

一、大赛组织

主办：南昌市教育局

承办：南昌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二、组织机构：

1.大赛组委会

主 任：陈 瑜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副主任：杨 杰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书记

周 洁 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

陶 燕 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委 员：周树文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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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根 南昌市卫生学校党委书记

钟 平 南昌市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宗云彪 南昌市体育运动学校校长

肖 勇 南昌推拿按摩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张 俐 南昌市启音学校校长

戴长乐 南昌县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熊升华 进贤县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校长

杜建港 安义县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王 晖 南昌市青山湖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余国生 南昌市新建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蒲刚亮 江西泛美艺术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潘玲春 江西省中山舞蹈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肖志平 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校长

蒋国南 南昌运输职业技术学校校长

吴元红 江西南昌新华电脑中专学校校长

朱道付 江西南昌新东方烹饪中专业学校校长

程应鹏 南昌铁航交通卫生职业学校校长

赵文华 南昌现代交通学校校长

胡 悦 江西东方舞蹈学校校长

罗 云 南昌当代学校校长

吴永琴 南昌先锋软件职业中专学校校长

袁望培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职教研究室副主任

大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南昌市第一中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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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负责统筹协调组委会内部事务。办公室主任由周洁

担任，副主任由陶燕、张敏、袁望培担任，执行副主任由史

继新担任，成员由熊婷及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相关人员

组成。

(二)专业工作机构

1.设立仲裁组,负责大赛仲裁工作。

2.设立命题组,命题专家在全市职业院校和相关企业、

行业中公开推荐,由大赛组委会遴选,命题组负责大赛的命

题、组织和保密等工作。

3.设立裁判组,每个赛项设立裁判小组,设裁判长 1 名,

裁判员若干。

4.设立赛场工作组,工作组下设 6个工作小组,具体由南

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专业部长及部

分教师组成，负责大赛现场的组织、宣传、后勤保障以及大

赛交流群等工作。

三、竞赛项目

为了加快我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步伐，充分发挥技能竞赛在

培养和选拔技能人才中的引领示范作用，营造学习技能人才、尊

重技能人才、争当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本届市赛分 A、B 组进

行，A 组为省赛资格选拔赛，B 组为专业综合技能试点赛，

两个组别可以兼报。

（一）A 组竞赛（省赛资格选拔赛）

根据《关于举办 2021 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通知》



5

（赣教职成办函〔2021〕29 号）、《关于公布 2021 年全省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赣教职成办函〔2021〕10 号）的文件

要求，结合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大类专业设置情况，设定省赛

资格选拔赛共计 8 个专业类别，33 个赛项（详见附件 1），

鼓励所有开设了赛项中涉及专业的中职学校积极参加，凡是

2 所以上中职学校报名的赛项即可开赛。（竞赛规程以 2021

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最新公布为准，届时会发布在大

赛交流 QQ 群中）。

（二）B 组竞赛（专业综合技能试点赛）

为了进一步提升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扎实推动我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进的作用，结合我市中等

职业学校专业建设与发展实际，选取若干个覆盖面较大的专

业开展职业综合技能试点赛，要求开设了赛项所涉专业的所

有中职学校必须参加。（具体竞赛方案另行通知）

四、比赛时间、地点、联络方式

（一）比赛时间：A 组竞赛（2021 年 9 月）；B 组竞赛

（预计 2021 年 12 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比赛地点：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昌北校区（经

开区玉屏东大街 551 号）

（三）大赛交流 QQ 群: 648554707，统一发布大赛相关

信息（简称市赛交流群，各校按通知即日起安排学校领队和

指导老师加入本群），赛项竞赛规程以及相关公开赛题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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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将通过市赛交流群统一发布。联系电话 0791-83809647，

联系人：刘洋 18979111947、宁丹 18170009211，电子邮箱

ncyzjwc@126.com 。

五、参赛对象及交流

1.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注册在籍在校学

生。

2.参赛选手年龄须不超过 21 周岁，年龄计算的截止时

间以 2021 年 5 月 1 日为准。

六、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A 组竞赛相关

要求

（一）竞赛要求

1.各校根据公布的赛项及规程组织报名参赛，凡是有 2

个参赛学校报名赛项的即可组织开赛。市教育局将根据市赛

成绩选拔优秀选手参加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统一部署

组织省赛报名。

2.2021 年 8 月 27 日之前上交 A 组竞赛项目《2021 年南

昌市中等职业技能竞赛报名汇总表》(详见附件 2)、《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详见附件 3）至电子

邮箱：ncyzjwc@126.com 。联系电话：0791-83809647，联

系人：秦刚 17770093805 。

（二）组队要求

1.A 组竞赛以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参赛选手由学校组织

校级竞赛后选拔推荐，各中职学校报名市赛个人赛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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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团体赛不超过 2 队；不允许选手兼报不同赛项。个人赛

每名选手限报 1名指导教师、团体赛每队限报 2名指导教师。

各校领队须由一名校级领导担任,每一竞赛项目必须由一名

专业教师随队指导。

2.参赛选手配备的指导教师须为学校的专兼职教师。

3.团体赛不得跨校组队。

（三）参赛人员资格审查

1.组委会将对参赛选手的参赛条件进行统一身份核查

（以学籍系统注册信息为准）,对不符合参赛条件的选手将

做出禁止参赛处理。

2.参赛选手报到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无身份证者需提

供附本人照片的户籍证明）、学籍证明材料以及参赛证（见

附件 4 自行打印盖章带来报名）。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及

复印件（参赛证除外）。对于各代表队赛前报到时，材料不

符合要求以及身份造假的选手将取消其参赛资格，赛后若发

现参赛选手身份造假的，将取消竞赛成绩，并通报批评。

（四）参赛人员变更

参加 A组竞赛的参赛选手及其指导教师报名并获得确认

后，不得随意更换。如备赛过程中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因故

确实无法参赛的，须由选手所在学校在相应赛项开赛前出具

书面说明，经大赛组委会核实后方可变更，大赛组委会办公

室备案。

（五）A 组竞赛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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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体赛项目和个人赛项目设一、二、三等奖，奖项设

置按实际参赛人数（队数）的 10%、20%和 30%设置（小数点

后四舍五入）。获赛项一、二、三等奖的选手由市教育局颁

发获奖证书。

2.优秀指导教师奖：对指导学生获得一等奖的指导教师

颁发优秀指导教师奖，由市教育局颁发荣誉证书。

七、参赛经费

市级竞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参加竞赛的学校领队、

教师和学生的差旅费、食宿费、交通费按标准回派出单位报

销。比赛期间，各代表队须为每位参赛选手办理意外伤害险。

比赛期间的场地和交通保障，由承办单位负责。未尽事宜，

可与大赛筹备处（会务组）取得联系。

八、相关事项

1.各中等职业学校要高度重视本次大赛，积极做好大赛

的宣传工作，组织和引导本地、本校学生参与到大赛中来,

组织好参赛选手的赛前培训和参赛组织工作。各校参赛组织

情况作为市教育局对学校年度考核的参考因素。

2.参加市级比赛的学校应由学校领导带队，并安排专职

人员为赛项联络员，负责参赛事务的协调、管理和服务工作；

要严格遵守大赛各项规定和承办单位相关要求，加强对本校

参赛人员的管理。各参赛人员要服从裁判，不得现场顶撞裁

判、扰乱赛场秩序；如对评判工作有异议，可由代表团领队

以书面形式向大赛仲裁机构反映，并服从最终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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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举行赛事活动应高度重视大赛期间的安全以及

防疫工作。应认真制定和落实赛项安全预案，加强对参赛师

生的纪律要求、安全教育以及防疫部署，规范参赛技能竞赛

操作。

附件：1.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拟设赛项

2.《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报名汇

总表》

3.《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技能大赛赛报名表》

4.《参赛证》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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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

（A 组竞赛）拟设赛项
序号 专业类别 赛项编号 赛项名称 比赛形式

1 旅游服务类 ZZ-2021038 酒店服务 团体（2人）

2 旅游服务类 ZZ-2021045 中餐烹饪 个人

3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24 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个人

4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25 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 团体（2人）

5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26 网络布线 团体（2人）

6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27 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 团体（3人）

7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28 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团体（3人）

8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29 网络安全 团体（2人）

9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30 网络搭建与应用 团体（2人）

10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31 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团体（2人）

11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32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团体（3人）

12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33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个人

13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49 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 个人

14 电子与信息类 ZZ-2021050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个人

15 财经商贸类 ZZ-2021035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团体（4人）

16 财经商贸类 ZZ-2021036 电子商务技能 团体（4人）

17 财经商贸类 ZZ-2021044 会计技能 团体（3人）

18 装备制造类 ZZ-2021009 零部件测绘与 CAD 成图技术 个人

19 装备制造类 ZZ-2021010 机器人技术应用 团体（2人）

20 装备制造类 ZZ-2021011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团体（2人）

21 装备制造类 ZZ-2021012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团体（3人）

22 装备制造类 ZZ-2021016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团体（2人）

23 装备制造类 ZZ-2021017 焊接技术 个人

24 装备制造类 ZZ-2021019 电气安装与维修 团体（2人）

25 教育与体育类 ZZ-2021043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团体（2人）

26 文化艺术类 ZZ-2021042 服装设计与工艺 团体（2人）

27 文化艺术类 ZZ-2021046 艺术表演（合唱） 团体（30-50 人）

28 文化艺术类 ZZ-2021047 平面设计 个人

29 医药卫生类 ZZ-2021041 护理技能 个人

30 交通运输类 ZZ-2021021 车身修理 个人

31 交通运输类 ZZ-2021051 车身涂装 个人

32 交通运输类 ZZ-2021022 汽车机电维修 个人

33 交通运输类 ZZ-2021023 汽车营销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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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A组竞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学校（盖章）： 项目：

领队信息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方式 邮箱

拟参赛信息

序号 赛项名称 预参赛（人/队）数 指导老师代表联系方式

备注：此表填写完后将电子稿和纸质扫描件（须盖章）请在指定时间之前

发到邮箱： ncyzjwc@126.com。

mailto:ncyzjw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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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

技能大赛 A 组竞赛

赛项报名表

学校名称（盖章）： 项目：

参赛选手（团队）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指导教师
姓名

指导教师
联络电话

选手照片
（一寸彩照）

备注：1.可将此表自行增加行数。2.填写完后将电子稿和纸质（须盖章）扫描件于指定
时间发送到邮箱：ncyzjwc@126.com。3.报名表中的照片必须与参赛证照片一致。4.团
队组队情况（例如 1队或 2队）请务必标注清楚。

mailto:填写完后将电子稿和纸质（须盖章）扫描件于指定时间发送到邮箱：ncyzjwc@126.com
mailto:填写完后将电子稿和纸质（须盖章）扫描件于指定时间发送到邮箱：ncyzjw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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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备注说明：1.市赛开赛赛项的每位参赛选手必须携带参赛证，参

赛学校负责组织填写相应内容以及张贴选手二寸照片。2.请将参赛证

连同相关的验证材料一并带来报到。3.审核验证由承办学校填写并盖

章。4.参赛证上的照片必须与报名表上照片一致。

2021 年南昌市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

A 组竞赛

参 赛 证

参赛赛项：

选手姓名：

审核验证：

二寸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