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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
技能竞赛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广东省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作的通知》（粤工总〔2022〕21 号）要求，

现将 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各地、各单位积极组队报名参赛。

广东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2 年 8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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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

贺信精神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组织动员全省广大职工认真落实省委“1+1+9”工

作部署，服务《“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妇女儿童等重

点人群健康问题国家战略需求，探索发展壮大新时代产科临床医

护人才队伍的新路径、新方法，根据工作安排，举办 2022 年广东

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为做好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

实施，确保竞赛取得圆满成功，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组织架构

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为省级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已纳入 2022 年度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范围，由广东省

总工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主办，广东省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中心、广东

省产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承办，广

州医科大学妇产科学系、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深圳

市妇幼保健院协办，广东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提供业务指导。大

赛成立竞赛项目组织委员会等机构，统筹指导和安排竞赛各项工

作。

（一）竞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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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关文强 广东省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中心负责人

副主任：李章生 广州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副处长

陈 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

陈敦金 广州妇产科研究所所长

刘国成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院长

王子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钟 梅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妇产科学带头人

刘慧姝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主任

牛建民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

成 员：陈娟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张 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志坚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蒋艳敏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吴琳琳 深圳市妇幼保健院

（二）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广东省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中心（广

州市越秀南东园横路 5号工会大厦 817 房），具体负责竞赛组织

安排和日常管理。

主 任：罗凯旋

副主任：陈敦金

成 员：刘国成、王子莲、钟 梅、刘慧姝、牛建民

1.赛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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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制定竞赛日程安排、落实竞赛实施方案；负责制定竞赛

规则、命制考核项目、理论试题、评分标准及相关技术文件；负

责比赛期间场地、比赛设备及配套设施的安全确认等工作；负责

技术工作组专家的沟通及比赛期间专家征询会的安排和落实；负

责选手报名、资格审查和竞赛奖励计分；负责制发竞赛所需材料、

物料。

组 长：陈敦金

副组长：刘国成、王子莲、钟 梅、刘慧姝、牛建民

成 员：王 永、吴琳琳、尹保民、甘玉杰、郭晓玲、

李小霞、郭晓燕

2.后勤组

主要负责安排竞赛有关人员的报到、食宿、交通、安全、医

护和礼仪等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落实比赛场地和技能大赛的布置

工作；负责复赛当天开幕式、颁奖仪式等组织、协调工作。

组 长：吴兆红

成 员：张 瑜、张 菁、孙继鸿、张兆金、潘琼海、

胡骐冰、黄美娟、卞碧云、蔡杭涵

3.宣传组

主要负责竞赛宣传报道、信息的发布和资料整理。

组 长：林莉

成 员：张杰芳 陈楚婷 张兆金 白恬 胡骐冰

4.接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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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落实省、市领导及各主承办单位领导邀请和接待；

负责落实出席活动的领导名单，做好贵宾休息室和主席台的布置、

领导车辆停放工作。

组 长：杨 宁 刘 丹

成 员：陈楚婷、冯智毅、吴兆红、张兆金、胡骐冰

5.仲裁组

负责接受参赛代表队书面申诉，提出处理意见，报竞赛组委

会审批，作为争议的最终处理意见。

组 长：陈敦金

副组长：王子莲、王志坚、省外专家一名（从专家库中随机

抽取）

成 员：从医疗卫生系统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省内外产科医护

专家组成

6.考评专家组

由组委会聘请产科临床行业专家（在全国及广东省专家库随

机抽选）组成考评专家组，全程参与竞赛现场执裁、评分、成绩

汇总登记、竞赛结果的核实、发布等工作。

7.设备组

主要负责竞赛场地布置、竞赛材料收发、竞赛仪器设备调试

及维护，协助裁判组进行现场执裁和成绩登记，以及解决其他大

赛期间与场地相关的问题。成员由承办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三医院相关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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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要求

（一）工种：产科临床医护人员

（二）参赛对象

1.报名参赛人员须满足以下条件：

（1）广东省在岗产科临床医护人员，在职证明需加盖单位公

章；

（2）持有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证书以及相关职称证书；

（3）在本单位服务一年及以上（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身

体状况良好。

2.参赛队伍组成

每个地级市工会及广东省内各医科大学（医学院）经过遴选，

最终推荐同一单位组成的一支 6 人队伍，其中包括 1 名领队，3

名产科医生及 2名助产士组成【依次按照 ABCDE 五个英文字母编

号参赛】。（备注：医生建议推选 1 名副高以上职称、1 名中级

职称、1名初级职称；领队为带队人员，不参加比赛）

（三）竞赛形式及内容

1.竞赛形式

初赛：以线上笔试形式进行

复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

个人赛：OSCE 模式，个人和医护组合多站式考察，考核个人

的临床思维、技术技能及医患沟通能力等

团体赛：采用赛道模式，个人选手搭配组成团队同时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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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个人的领导力、执行力、临床决策能力、沟通能力、专业技

能和合作能力等

2.竞赛内容

重点考核产科多发病、常见病、危急重症的诊治能力。

范围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应用和结果判断、

诊断及鉴别诊断、案例分析、临床思维及决策、专科基本技能操

作、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等

三、参赛程序

（一）报名时间

1.初赛：自通知之日起，至 9月 4日 24:00 截止

2.复赛：9月 6日至 9月 13日

（二）报名方法

1.初赛报名：扫描“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初

赛二维码”（附件 1）

2.复赛正式报名所需材料：2022 年 9月 13 日前上报

①正确填写《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汇总

报名表》（附件 2）；

②正确填写《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人员

情况表》（附件 3）；

②参赛选手有效技术资格证书复印扫描件；

③在职证明（需加盖单位人事科章或单位公章）；

④参赛选手身份证扫描（正反面在一张 A4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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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参赛选手大一寸彩色证件照电子版（jpg 格式，文件以“单

位名称+选手姓名”命名）；

以上电子材料一式一份（文件名备注单位名称+领队姓名+联

系方式），由各参赛单位统一打包于 2022 年 9月 13 日前报送至

指定邮箱并以邮件回复确认为准；同时将以上资料的纸质版原件

一式两份于 9 月 13 日前邮寄到指定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号）存档。

3.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骐冰、张 瑜

办公电话：020-81290072 020-81292316

电子邮箱：maternalfetal@163.com

邮政编码：510150

联系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号

（三）复赛时间安排及地点

1.复赛时间：2022 年 9月 22 日

2.复赛地点：广州医科大学越秀校区体育馆（广州市越秀区

东风西路 195 号）（暂定）

（四）参赛费用

1.本次竞赛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2.竞赛期间，比赛场地、赛场设施、能耗、耗材等由主办方

承担；

3.竞赛期间食宿、交通及其他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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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在大赛组委会推荐的酒店下榻或自行安排）。

四、奖项设置

奖项设个人单项奖、团体奖。

（一）个人单项奖

本次大赛获得名次的选手将根据《关于印发<广东省职工技术

大赛工作规程》的通知>（粤工总〔2013〕14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作的通知》（粤工总〔2022〕

21 号）有关规定，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

1.复赛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由广东省总工会按程序申

报“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2.ABCDE 五种参赛人员复赛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共五

人），由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四家单位联合发文予以通报

表扬。

（二）团体奖

大赛按综合成绩团体得分排名前五的队伍颁发荣誉证书（获

奖队伍视报名参赛队伍数量再做决定）。

五、竞赛规则

（一）选手须知

1.复赛团体赛按照队伍个人赛总得分排名前 12 名进入复赛

团体赛（具体队伍数量视报名情况依比例而定），团体赛由队伍

协作共同完成，裁判按照考核细则公平公正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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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并佩戴竞赛组委会签发的参赛

证参加比赛；

3.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时间，在开幕式前 40分钟检录进入赛

场并按照指定的编号位参加比赛；迟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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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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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

需经裁判长同意；

6.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问，

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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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将草稿纸

等与比赛有关的物品带离现场；

8.如有疫情防控相关规定，参赛选手应按规定遵守，如工种

有防护要求，请按要求做好防护准备；

9.如遇比赛期间身体不适或发生其他意外事故，参赛选手应

第一时间报告现场工作人员，同时采取相应措施。

（二）赛场规则

1.赛务人员须统一佩戴由竞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关证件，着装

须整齐，不得穿背心拖鞋进入赛场；

2.比赛现场除现场评委、安全巡视和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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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须经过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场工

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得影响比赛进行；

4.各参赛选手的陪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六、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比赛规定的工具和设备、有失公正的评

审和计分，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在规定时限（竞赛结束后 3天内）以书面形

式向仲裁组提出。仲裁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

意见尽快反馈当事人。

（二）仲裁

1.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组委会下

设仲裁组。仲裁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

2.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

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七、其他

本实施方案的解释权属本次竞赛组委会，未尽事宜由组委会

另行通知。

附件:1.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初赛参赛二维码

2.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报名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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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情况表

4.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新冠肺炎防控

应急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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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
初赛二维码

初赛时间：自通知之日起，至 9月 4日 24:00截止

（备注：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初赛，截止日期后提交视为无效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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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团体
报名汇总表

领队人： 单位名称：

手 机：

序号 姓名 联系电话 职称
备注（请标注领队或参赛

队员）

1 □领队 □参赛队员

2 □领队 □参赛队员

3 □领队 □参赛队员

4 □领队 □参赛队员

5 □领队 □参赛队员

6 □领队 □参赛队员

注：请于 9月 13日前将该报名表及相关报名材料电子版统一压缩

报送至邮箱 maternalfetal@163.com，压缩文件命名为“单位名称+

领队姓名+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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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
团体情况表

参赛单位：

队员 基本情况

领队

姓名 性别
大一寸彩色电

子照片（蓝色

底）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及职称 本职业工龄

联系方式 邮箱

参赛

人员

姓名 性别 大一寸彩色电

子照片（蓝色

底）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及职称 本职业工龄

联系方式 邮箱

参赛

人员

姓名 性别 大一寸彩色电

子照片（蓝色

底）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及职称 本职业工龄

联系方式 邮箱

参赛

人员

姓名 性别 大一寸彩色电

子照片（蓝色

底）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及职称 本职业工龄

联系方式 邮箱

参赛

人员

姓名 性别 大一寸彩色电

子照片（蓝色

底）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及职称 本职业工龄

联系方式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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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

人员

姓名 性别 大一寸彩色电

子照片（蓝色

底）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职务及职称 本职业工龄

联系方式 邮箱

联系地址

团队各成员取得的职

业资格证书级别

团队工作情况介绍（职务、工作范围、工作经验、主要业绩等）

特此声明：

本团队已认真阅读并了解本次大赛的报名须知和参赛规则的全部内容，在此郑重

声明，以上填写的内容完全真实，同时，我完全同意并遵守大赛的全部须知和规则。

参赛者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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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
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作方案

为确保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顺利开展，根据

国家、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结合最新疫情防控形势，

提前做好赛事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止疫情发生及传播，特制定

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充分认识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的意义和影

响，切实落实属地责任。按照国家和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建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严格落实防控措施，

有效预防和化解风险隐患，及时处置突发情况，不发生疫情传播，

不发生与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相关的新冠肺炎聚

集性疫情，保障竞赛顺利举办。

二、总体原则

（一）身份必录。严格执行实名制，参与竞赛的所有人员都

必须登记录入身份信息，建立全员信息档案，人员包括专家、评

委、参赛人员、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等，大赛各相关单位提前收集

并核查其健康信息。

（二）信息必检。参与竞赛的所有人员，都要严格查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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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扫场所码、查验行程码，从源头上确保大赛的安全。健康码非

绿码的，不允许进入；不接受来自中高风险区或14天内有中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进入；大赛当天，应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

测阴性结果证明。

（三）体温必测。所有进入比赛现场人员都要在码头入口处

接受体温检测，体温正常方可进入赛区。

（四）口罩必戴。所有进入比赛现场人员都应规范佩戴好一

次性医用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并保持全程佩戴不随意脱下。

（五）消毒必做。比赛当天，比赛开始前应进行全面消毒，

确保无卫生死角。比赛结束后，及时清运垃圾，赛场再次进行一

次全面消毒。

（六）突发必处。比赛现场设置临时医疗服务点和隔离观察

点，储备必要的药物和防护物资，设置急救车通道和停车点。主

（承）办均须指定专业人员组成现场医疗处置小组，负责处理现

场红黄码，发热、干咳、乏力、嗅（味）觉减退、鼻塞、流涕、

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十大症状人员，出现次密切接触者、

密切接触者、无症状感染者、确诊病例及时做好报告、转运、消

毒、隔离等工作。

三、组织架构

成立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统筹赛事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判疫情形势，统筹协

调各组织单位各尽其职、各司其责、密切配合，及时处理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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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工作相关问题。

组 长：吴兆红

副组长：陈娟娟 黄赟博

成 员：胡骐冰 黄美娟 卞碧云

四、主要任务

（一）物资配备

1.主（承）办方要确保为参与竞赛的所有人员准备充足的一

次性医用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免洗手液、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

资，并免费提供使用。

2.主（承）办方应确保准备充足的消毒药物应急用具，包括：

喷雾器(喷壶）、量杯、抹布、二氧化氯泡腾消毒片、含氯消毒剂

（84消毒液）、75%酒精喷雾等，并做好消毒记录。

3.主（承）办方要为赛场消毒操作人员准备充足的个人防护

用品，包括：一次性医用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护目镜、防护面

罩、长筒乳胶手套、隔离防护服等。

4.参与竞赛的主（承）办单位、指导单位及参赛单位所有人

员要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按防疫要求准备防护用品。

（二）通风消毒

1.赛事现场区域需开启门窗或新风系统等通风设备，确保空

气流通，赛前对新风系统等设备进行清洗、消毒或更换。

2.赛事现场区域在赛前需全面性消毒一次；赛事结束后，再

进行一次全面性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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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消毒用品需严格按照配置指引进行配置，消杀人员要熟悉

使用的消毒用品、消毒配比及作业流程等。

4.环境消杀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按不同消毒场景要求，规

范使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防护面罩、长筒乳胶手

套（一次性手套）、隔离防护服等个人防护用品。

（三）现场管理

1.入口查验检测。参与竞赛人员到达现场，以参赛团队为单

位，进行个人信息登记，严格按大赛要求执行测温、口罩佩戴、

扫场所码、查验行程码等防疫措施。通过体温测试（不高于

37.3℃）、查验场所码（绿码）、行程码（正常）方可进入竞赛

区域。

2.保持安全距离。进场通道划定1米安全距离地标线及设置安

全地贴标识，引导人员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可通过电子屏设置

滚动播放疫情防控注意事项或以广播的形式进行循环语音播报。

3.全程做好防护。所有进入赛场人员都要全程正确佩戴好口

罩，做好个人防护。如遇进食或饮水，尽可能到指定餐饮区域，

自觉与他人保持1米间距。

4.严控现场管理。安排专人对现场人员佩戴口罩情况、人员

聚集情况等进行巡查，发现口罩脱摘和人员聚集时，及时进行提

醒和引导。对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人员，选手取消参赛资格，

其他人员拒绝进入竞赛场地。竞赛期间严格控制外卖及快递人员

进入管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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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急处置

（一）配置现场医疗处置小组。主（承）办方及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要积极与现场医疗处置小组保持沟通及联动，妥善处理相

关突发事件，全力保障竞赛的顺利开展。

（二）设置医疗服务点。医务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发现有发

热、干咳、乏力、嗅（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

肌痛和腹泻等可疑人员时，快速移送至临时医疗服务点，由现场

医务人员检查处理。

（三）开辟医疗服务应急通道。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按

疫情防控要求处理，按照“谁发现、谁处置”的原则，引导其到

隔离观察点观察，现场做好环境及物品消杀工作，并立即收集可

疑人员基本信息、行动轨迹、近期旅居史、身体健康情况等，上

报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步联系属地三人小组，按其工作指引，

组织配合开展后续处置。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根据疫情应急防控工作部署，充分发

挥主导作用，整体协调，有序推进。

（二）坚决落实责任。压实疫情防控属地、部门、单位和个

人“四方责任”，严格落实并统筹推进各项工作。

（三）加强督导检查。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全面检查督

导，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强化立行立改，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四）给予经费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费用列入“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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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预算，严格按标准采购防

控物资。

（五）加强宣传动员。对参与大赛的所有人员进行宣传及培

训工作，确保疫情防控方案内容、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人人知

晓。

（六）本方案中未提及到的关于2022年广东省产科临床职业

技能竞赛的有关事项，按照广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推进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