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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
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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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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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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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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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贺信精神和广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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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展壮大新时代船员人才队伍的新路

径、新方法，促进广东航运事业蓬勃发展，根据工作安排，举

办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赛。为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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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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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由广东省总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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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员工

会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总工会职工技术协作中心、广东海事

局工会承办，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海事局工会、

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协办，广州市港务局、广州市公安

局水上分局为大赛的业务指导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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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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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超 广东省总工会二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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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铮 广东海事局工会主席

谢伟秀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 董事 工会主席

成 员：陈菊芬 东莞海事局副局长

李学坤 广州海事局工会主席

李长忠 深圳航道局工会主席

杨 涛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副主席

王 霞 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

王伟光 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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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王霞、王伟光

成 员：茆羽、郑开文、黄真炎、吴春华

1.赛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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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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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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文

成 员：吴春华、刘伟锋

2.后勤组

主要负责安排竞赛有关人员的报到、食宿、交通、水上安

全、医护和礼仪等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落实比赛场地和船舶的

布置工作；负责决赛当天开幕式、颁奖仪式等组织、协调工作。

组 长：张杰芳

成 员：何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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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羽

4.接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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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和领导车辆停放等工作。

组 长：王霞

成 员：茆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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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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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黄海鹏

成 员：郑开文及专家组成员

6.考评专家组

由组委会聘请船员行业专家（在我省专家库里随机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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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船只调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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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由协办单位广州公交集团客轮

有限公司相关人员构成。

二、竞赛内容

（一）工种：内河船舶驾驶员、水手、船员服务员

（二）参赛对象：报名参赛须满足以下条件

1.广东省内船上在职内河船舶船员；

2.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主管部门颁发的及有效船员

适任证书或技术资格证书；

3.在本单位服务一年以上（含一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身体状况良好。

（三）竞赛项目

1.内河船舶驾驶员(实船操作)

2.水手（撇缆绳、打绳结）

3.船员服务员（安全服务指引、形象礼仪等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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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个人服务技能竞赛

②B.团队服务礼仪竞赛

三、奖项设置

奖项设个人单项奖、礼仪项目团体奖、单位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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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由竞赛组委会按程序

向广东省总工会申报“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2.项目一、项目二及项目三（A）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选

手经竞赛组委会审核，由广东省海员工会授予广东省“金锚奖”；

3.项目一综合成绩排名前四的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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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赛按综合成绩分别排列出项目一、项目二、项目三（A）

单项金奖、银奖、铜奖（获奖人数不超过参赛总人数 30%），颁

发奖杯、奖金和荣誉证书；优秀奖若干名，颁发荣誉证书。（获

奖人数视报名参赛队伍数量再做决定）。

（二）礼仪项目团体奖

1.设项目三 B 团体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1 个，

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杯、奖金和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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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位优秀组织奖

1.设“优秀组织奖”，组织参赛队伍数量最多，参赛人数最

多（满足其中一个条件）的单位获此奖项，由竞赛组委会颁发

荣誉牌匾；

2.设“技能人才培育贡献奖”，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的单

位获此奖项，由竞赛组委会颁发荣誉牌匾：

（1）获得单项或礼仪团体总分第一名所在的单位；

（2）获得金奖数量最多的单位；

（3）获得单项奖和礼仪团体奖数量最多的单位（含优秀

奖）。

四、参赛程序

（一）报名时间

1.正式报名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开始至 9 月 15 日

（二）报名方法

1.正式报名所需材料：2022 年 9 月 15 日前上报

①《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赛的

通知个人报名表》（附件 2）盖章扫描件；

②《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赛的

通知团队汇总表》（附件 3）盖章扫描件；

③参赛选手有效船员证书（或技术资格证书）复印扫描件；

④参赛选手身份证扫描（正反面在一张 A4 纸上）；

⑤参赛选手大一寸彩色证件照电子版（为 jpg 后缀，单位

名称+选手姓名为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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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电子材料一式一份，由各参赛单位统一打包报送至广

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邮箱并及时联系相关负责人确认收件

情况；同时将以上资料的纸质版原件一式两份（个人报名表需

粘贴同版大一寸彩色证件照）邮寄到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

司存档。

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联系方法：

联系人：郑开文

办公电话：020-34377984

移动电话：13570967311

电子邮箱：gzkl@prol.com.cn

邮政编码：510000

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 144 号

（三）竞赛时间安排及地点

1.2022 年 11 月上旬，组织全省决赛；决赛具体时间另行

通知。

2.决赛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会展码头及码头水域范围

和相关竞赛船舶等。

（四）参赛费用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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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际往返交通及其他费用由参赛单位自

理。（参赛队伍在大赛组委会指定的酒店下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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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赛选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由参赛单位负责办理。

五、竞赛规则

（一）选手须知

1.项目一成绩由理论知识考核+应急处置答题+实船操作=

总得分组成，项目二和项目三的成绩由实际操作得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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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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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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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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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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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方案的解释权属本次赛事组委会，未尽事宜由组委

会另行通知。

附件:1.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

竞赛预报名回执

2.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个人报名表

3.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团队汇总表

4.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决赛技术方案

5.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水上安全应急措施

6.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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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

能竞赛预报名回执

领队人： 单位名称：

手 机：

参赛项目：项目一：内河船舶驾驶员(实船操作)

项目二：水手（撇缆绳、打绳结）

项目三：船员服务员（安全服务指引、形象礼仪等

现场展示）

A.个人服务技能竞赛

B.团队服务礼仪竞赛

序号 参赛项目 预计人数 参赛人员名单 备注

1 项目一

2 项目二

3 项目三 A

4 项目三 B

5

注：请于 9 月 15 日前将该回执报送到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

司邮箱 gzkl@prol.com.cn，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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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个人报名表

参赛项目（一表一项）：

姓 名 性 别
（大一寸电子照片打

印）
出生年月日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职务
本职业

工龄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已取得职业资格

证书级别

个人工作情况介绍（职务、工作范围、工作经验、主要业绩等）

特此声明：

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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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申请
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注：如同时参加项目三 A、B项，可用同一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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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团队汇总表
领队人： 单位（加盖公章）：

手 机：

参赛项目：项目一：内河船舶驾驶员(实船操作)

项目二：水手（撇缆绳、打绳结）

项目三：船员服务员（安全服务指引、形象礼仪等

现场展示）

A.个人服务技能竞赛

B.团队服务礼仪竞赛

序

号

选手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参赛项目 备注

1 张三 男 **** **** 项目一

2 李四 男 **** **** 项目二

3 赵五 女 **** **** 项目三 A

4 钱六 女 **** **** 项目三 B

5 刘七 男 **** ****
项目三 A 和

项目三 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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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技术方案

第一部分 竞赛规程

一、竞赛规则

（一）参赛期间，各参赛队（单位）由组委会统一协调安

排；各参赛队（单位）领队应保持与组委会的联系。

（二）参赛选手须着装整齐，按要求穿戴救生衣或安全帽

或工作服，佩戴选手证和选手号牌。

（三）各参赛队（选手）的比赛场次和次序以抽签方式决

定。

（四）参赛选手必须提前到达比赛现场进行检录，检录后

参赛选手不得变更。超过赛程安排规定时限未检录的队伍（单

位）按弃赛处理。

（五）比赛各项目的成绩由裁判组（裁判组由 3 名人员组

成）评判。取 3 名裁判的平均分为最终得分。

（六）裁判由组委会聘请专业人员担任。各项目裁判由组

委会从裁判名单中临时选定。与参赛队有利害关系的裁判应主

动回避。

（七）比赛过程中，各比赛项目现场安排一名巡视督查人

员。如有疑问，领队可及时向该巡视督查人员反映。参赛队对

比赛结果如有异议，可向组委会的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八）比赛期间，参赛选手须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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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参赛选手应注意个人安全。

二、积分规则

1.个人积分：根据各参赛选手在各竞赛项目中成绩的由高

到底按顺序排名，如分数相同则并列名次但取消后一位的名

额，确定个人赛名次。

2.参赛队（单位）团队积分：根据参赛队（单位）在团队

服务礼仪比赛项目中成绩的由高到底按顺序排名，如分数相同

则并列名次但取消后一位的名额，确定团队赛名次。

3.各竞赛项目积分分配规则具体如下：

项目一、内河船舶驾驶员（理论知识考核+应急处置答题+

实船操作）：总分 200；

项目二、水手（撇缆绳+打绳结实际操作）：总分 100；

项目三、船员服务员（现场展示操作）

①个人服务技能竞赛：总分 100；

②团队服务礼仪竞赛：总分 100。

第二部分 竞赛项目设计及评分标准

项目一 内河船舶驾驶员

（一）内容

（1）理论知识考核（分值 100 分）

1.统一集中在广州海事局船员考试中心考场进行，使用电

脑答题，题型为选择题和判断题两种，题数量为 100 题（参考

范围：珠江水系通航法规、信号、避让、操纵、应急等内容）。

2.选手须佩戴参赛标识牌和本人身份证入场，并独自完成

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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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交答题后须马上离场，不准交谈或影响其他选手作

答，有违反者，理论成绩可被取消。

（2）应急处置答题（分值 15 分）

1.统一集中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会展码头驿站内进行，用

当场抽取答题卡方式展开问答，题卡总数为 10 张，应急处置

种类为火灾、碰撞、搁浅、人员落水、失控等五大类别。

2.每位选手只能抽取一次一张题卡，并按抽中的题卡内容

作答，裁判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答题卡内容作为标准答案，选

手多答无关或少答漏答及回答不正确扣对应项目分数。

3.答题完成后须马上离场，不准交谈或影响其他选手作

答，有违反者，答题成绩可被取消。

（3）实船操作（分值 85 分）

1.在开阔水域，由参赛选手操纵一艘内河船舶（约 300 总

吨）驶离码头后，向对开航行约 200 米到达 1 号标时绕标航行

（左右舷均可），再操纵船舶航行约 150 米到达 2 号标绕标航

行（左右舷均可）后掉头,并重复之前 1 号 2 号标绕标航行动

作（航行轨迹如“8”字型状）后驶回码头靠泊。在航行过程

中不排除会发生应急应变事故，要求参赛选手根据船舶实际航

行情况进行应急应变处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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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作要求：动作规范、操作明确、合理避让；沟通联

系语言为普通话或粤语。

（4）参赛对象：航运企业或相关单位。持有有效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主管部门颁发船员适任证书（船舶驾驶专

业）。

（5）比赛地点：广州辖区东河道（前河道）的华南大桥

至琶洲大桥之间的水域范围。

（6）船舶参数（约 300 总吨内河船舶）“穗水巴 21 船”（或

类似船型）

（7）比赛时间

1．理论知识考核（另行安排）。

2．应急处置答题（作答时间为 5 分钟/人）。

3．实船操作（操作时间为 10 分钟/人）。

（8）设 6 名裁判员分两组（每组 3 名），取各组 3 名裁判

员的平均得分和时间相加为该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

（二）内河船舶驾驶员竞赛流程

（1）各参赛选手先完成应急处置答题，再进行实船操作，

须按现场工作人员安排有序进行。

（2）由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同时由计时员计时开始。参

赛选手根据现场抽取答题卡内容作答完成后，再上驾驶台完成

操作船舶靠离码头、绕标、掉头等要求进行船舶综合操纵。操

作流程如下：1.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由选手发令离码头，并

操纵船舶离码头；2.向对开航行约 200 米到达 1 号标时绕标航

行（左右舷均可），再操纵船舶航行约 150 米到达 2 号标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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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左右舷均可）后掉头,并重复之前 1 号 2 号标绕标航行

动作（航行轨迹如“8”字型状）后驶回码头靠泊好，至此比

赛为结束。

（3）当船舶遇紧急情况（影响通航安全）时，本船的船

长和裁判有权立即暂停比赛，夺回船舶的操纵控制权，以保证

船舶的安全。

（4）船舶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操纵船舶出现紧急情

况（影响通航安全）时，导致需要本船的船长夺回船舶操纵控

制权时，则该项目为 0 分。

（5）参赛选手名次以理论知识考核＋应急处置答题＋实

船操作＝总得分(总分如相同时按时间先后)排序。

（三）评分标准

内河船舶驾驶员竞赛评分表

抽签号 参赛选手

序号 内容
分值
比例

评分要点 得分

1
应急处置
答题卡

10 应急作答：火灾□；碰撞□；搁浅□；人员落水□；
失控□

①时间
（5分钟）

用时
5

5分钟以后每延迟 6秒（不足 6秒按 6秒计）扣 0.5
分，最多扣得 5 分。10 分钟未完成比赛的强行停
赛，按已完成的内容计分。

2 航行操作 20 航路选择□；船位□；航行轨迹□；信号使用□；
了望的手段和及时性□；碰撞避让措施□；其他：

3 船舶操纵

25

使用声号、主动通报本船动态和意图□；靠、离泊
方法使用合理，对船位和航速的有效控制□；合理
操纵车舵，能结合风向、水流等判断使用靠、离泊
角度□；操作熟练程度□；其他:船舶靠泊完成时，
驾驶台窗口与浮趸“停泊指示标志”对齐。

25
绕标和掉头地点的判断□；按规定鸣放信号并与操
作意图一致性□；合理用车及操舵□；操作过程流
畅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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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助航设备 5
甚高频的使用□；AIS 的使用□；声响信号的使用
□；
其他:

②时间
（10分
钟）

用时
10

10分钟以后每延迟 6秒（不足 6秒按 6秒计）扣 1
分，最多扣得 10分。15分钟未完成比赛的强行停
赛，按已完成的内容计分。

总时间
（15分钟）

竞赛总用时

总 分

裁判签名

附件一：“应急处置答题”（五选一）评分标准

序号 内容 观测点
分

值

1 火灾
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答题卡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对照答点，

多答无关或少答漏答及回答不正确扣对应项目分数。
10

2 碰撞
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答题卡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对照答点，

多答无关或少答漏答及回答不正确扣对应项目分数。
10

3 搁浅
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答题卡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对照答点，

多答无关或少答漏答及回答不正确扣对应项目分数。
10

4 人员落水
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答题卡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对照答点，

多答无关或少答漏答及回答不正确扣对应项目分数。
10

5 失控
使用大赛组委会提供的答题卡内容作为标准答案对照答点，

多答无关或少答漏答及回答不正确扣对应项目分数。
10

附件二：“航行操作”评分标准

序号 内容 观测点 分值

1 航路选择
上水、下水航路的判断（需选择逆水掉头及靠泊） 5
分

5

2 航行轨迹
操作船舶过 1号、2号标做绕标动作完成后，航行轨迹
与“8”字型状对比（参考 AIS航行轨迹记录） 5分

5

3 船舶避让

按规定鸣放信号并与操作意图是否一致 2分

10
保持正规的了望，对航道环境的观测判断正确；碰撞
危险可能性的判别及时、准确 3分

避让措施及时、明确、有效，符合规则的要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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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船舶操纵”评分标准

序号 内容 观测点 分值

1
靠、离泊
操作

声号使用、主动通报本船动态和意图是否正确 2分

25

靠、离泊时船位、航速控制是否合理，观察是否与码头
浮趸碰撞或接触时致船身明显震动。 8分

车、舵、缆配合使用协调靠、离泊位平稳程度 3分

指挥果断，口令清晰、明确，信号使用正确 2分

船舶靠泊完成时，驾驶台窗口与浮趸“停泊指示标志”
对齐。 10分

2
绕标及掉
头作业

绕标和掉头地点的选择和判断 10分

25

船舶与浮标是否有碰撞或接触 5分

合理用车，操舵和掉头方向 5分

操作过程流畅性 5分

附件四：“助航通信设备”评分标准

序号 内容 观测点 分值

1 甚高频的使用 开关机、频道转换及通话等操作是否正确 1分 1

3
声响信号的使

用
鸣笛、灯光、旗号等运用 1分 1

3 AIS的使用

开关机、调试及功能键使用等操作是否正确 1分

3调用航行轨迹等数据是否正确（拍照发竞赛微信

群） 2分

项目二：水手

（一）内容

（1）撇缆绳（分值 50 分）

1.由于受船舶和场地实际环境的限制，本次采用抛投式或

旋转离心式(简称旋转式)。

2.把撇缆绳按顺时针方向由尾端开始盘在左手上，盘到一

半后用大拇指和食指隔开，然后再盘后半盘。盘妥后，尾端单

套结扣在左手中指上或手腕上(视当时情况确定)，左手持前半

盘，右手握后半盘，撇缆头稍长于撇缆绳圈，以防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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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撇缆时，人左侧对着目标，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距离稍

宽于肩。右手在身体后方摆动，将撇缆头摆动起来，然后蹬伸

右腿，躯干向左转并挺胸，使用全身力量将撇缆投向目标。右

手撇缆抛出时，左手应乘势同时送出绳索（如下图）。

4.撇缆抛投，每位参赛选手需完成两次，每次以绳球或绳

索落地的第一点为测量距离，取其中最远成绩为最终成绩。完

成过程中绳索或身体出边界均扣分，如两次操作都失败则该项

无分数。

（2）打绳结（分值 50 分）

在指定铁架上从左至右完成 5 种船用绳结编打：丁香结、

撇缆活结、拖木结、系缆活结、单套结，并挂在对应标识上。

1.场地布置（琶洲会展码头浮趸）

①在一个长 2 米的铁架上从左到右分别标上：丁香结、撇

缆活结、拖木结、系缆活结、单套结，并相应挂好 5 条船用纤

维绳索。

②参赛选手站在铁架旁边从左到右进行纤维绳绳结编打

的竞赛。

2.设施、设备（现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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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船用纤维绳索，规格为：纤维绳直径为 6mm，长为

2.5m。

3.绳结的用途、打法与要求

①丁香结

又名梯索结，是将小结系在圆材、大绳或系船缆眼环上的

一种绳结，丁香结系结简便，牢固。在船舶高空作业时经常用

到。丁香结的打法如图。

丁香结

②撇缆活结

撇揽活结是在带缆时将撇缆绳与系船缆绳眼环连接的专

用绳结。其方法是将撇缆的一端系在船缆上，然后由对方拉上

系船缆。撇缆活结要求是系结迅速、牢固、解开方便。撇缆活

结的打法如图。

撇缆活结

③拖木结

拖木结是吊拖较长的木材及其他圆柱形物体经常用到。拖

木结的打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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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木结

④系缆活结

系缆活结是用于系扎双系柱上的钢丝缆绳，防止钢缆弹出

伤人。系缆活结的打法如图。

系缆活结

⑤单套结

单套结又称单圈结或救生结，有两个主要用途，一是将绳

索系在其他物体上，另一个是在绳索的末端结成一个固定的绳

圈使用。单套结在船舶上绳与绳、绳与眼环临时连接时使用，

也可以作为临时琵琶头来套住物体。单套结的打法如图。

单结套

（3）比赛时间

“撇缆绳和打绳结”每项均限时 1 分钟。1 分钟内完成，

得 50 分。1 分钟以后每延迟 6 秒（不足 6 秒按 6 秒计）扣 1 分，



25

最多扣得 10 分。2 分钟未完成比赛的强行停赛，按已完成的内

容计分。

（4）参赛选手名次以撇缆绳＋打绳结＝总得分(总分如相

同时按时间先后)排序。

（二）评分标准

水手竞赛评分表

抽签号 参赛选手

序号 内容
分值
比例

评分要点 得分

1 撇缆绳 40

撇缆绳按顺时针方向拿起，撇缆时的站姿和动作是
否规范合理，抛出的绳不能打结或偏离位置（正前
方），同时身体不能超出或离开划定界线外。

①时间
（1分钟）

用时
10

每次 1分钟内完成，每延迟 6秒（不足 6秒按 6秒
计）扣 1 分，最多扣得 10 分。2 分钟未完成比赛
的强行停赛，按已完成的内容计分。

2 打绳结 40 按要求编打：丁香结□；撇缆活结□；拖木结□；
系缆活结□；单套结□。

②时间
（1分钟）

用时
10

1分钟内完成，每延迟 6秒（不足 6秒按 6秒计）
扣 1 分，最多扣得 10 分。2 分钟未完成比赛的强
行停赛，按已完成的内容计分。

总时间（2分钟） 竞赛总用时

总 分

裁判签名

附件一：“撇缆绳”评分标准

序号 内容 观测点 分值

1 撇缆绳

按方向拿起绳索并盘好。 5

撇缆时站姿和动作正确。 5

抛出的绳不能打结或偏离位置（正前方），同时身体不能

超出或离开划定界线外，扣 5分。
5

抛出的绳不能打结或没打开成捆离手的扣 5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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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出距离 20米作为起点，以绳球或绳索落地的第一点为测

量距离计算成绩（未达标则本项不得分），从 20 至 25 米

之间距离为达标分得 5分，之后每 5米加 5分（如：30米、

35米、40米以上距离位置），累计加分不超 15分。

20

附件二：“船用绳结编打”评分标准

序号 内容 观测点 分值

1 打绳结

编打丁香结：1、打对，但绳头端短于 15公分或长于 30

公分的扣 2分；没拉紧和拉齐扣 3分；2、打错扣 8分。
8

编打撇缆活结：1、打对，但绳头端短于 15公分或长于 30

公分的扣 2分；没拉紧和拉齐扣 3分；2、打错扣 8分。
8

编结拖木结：1、打对，但绳头端短于 15 公分或长于 30

公分的扣 2分；没拉紧和拉齐扣 3分；2、打错扣 8分。
8

编结系缆活结：1、打对，但绳头端短于 15公分或长于 30

公分的扣 2分；没拉紧和拉齐扣 3分；2、打错扣 8分。
8

编结单套结：1、打对，但不能作临时安全带的扣 5分（套

圈拉直长为 50－70 公分）；没拉紧扣 3 分；2、打错扣 8

分。

8

项目三 船员服务员竞赛

（一）个人服务技能竞赛（分值 100 分）

（1）场地

地点：广州市东河道琶洲会展码头

（2）设施、设备

“财富号游船”：内河客船一艘（吨位 500 以上），客舱面

积约 30 平方（单个或多个）

（3）比赛裁判员 3 名、工作人员 1 名

（4）比赛规则

1.参赛选手独立完成操作。

2.比赛的顺序由抽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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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赛选手得分是裁判员现场评分和测量计时，通过分析

操作过程评估结果，取 3 位裁判员的平均分为最终得分。

4.比赛项目需计时的环节，由现场裁判员发出指令后开始

计时，参赛选手听从指令开始作答、实操，计时结束为离开作

品并向裁判员报告已完成为止。

5.规定参赛者操作的时间有限定，每延迟 6 秒（不足 6 秒

按 6 秒计）扣 0.5 分，最多扣 14 分。

6.评分具体内容参照《个人服务技能竞赛评分表》。

（5）比赛流程

1.各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序，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进入

竞赛场地参加比赛。

2.进入竞赛场地后，参赛选手面向裁判进行自我介绍及形

象展示。形象展示环节需包含基本的仪态标准（走姿、站姿、

蹲姿、坐姿），具体展示形式由参赛者自行编制。

3.展示结束后，参赛选手听从裁判指令，计时进行救生衣

穿着演示。

4.救生衣演示完毕后，参赛选手听从裁判指令计时进行中

餐宴会摆台。作品完成后，需示意裁判完成操作。

5.计时结束，选手离场，裁判进行现场打分。

个人服务技能竞赛评分表

选手编号：

序
号

比赛
项目

竞赛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情
况

1

形象
展示
（25

分）

1、仪容：男士不留长发、胡子，头
发梳理整洁，前不遮眉、侧不盖耳、
后不过衣领，面部干净。女士淡妆，
干净清晰，头发后不过肩，前不盖
眼。指甲干净整洁，不涂有色指甲
油。

8分。不符合其
中任何一项扣
1分，扣完为
止。

2、仪表：工作服着装干净整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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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牌左胸前襟配戴齐整，不佩戴饰
物。

3、仪态：行为举止端庄大方、规范
无小动作、脸带笑容、手势标准。

4、语言：谈吐得当，讲文明礼貌用
语，不讲服务忌语，语音情切、声
调适中。

5、形象展示：包含站姿、走姿、蹲

姿、坐姿。

站姿：女员工：脚成“丁”字型（呈

60度），右脚后跟靠左足弓处或左脚

后跟靠右足弓处。两脚成“V”字型，

膝和脚后跟靠拢，两脚尖张开距离

约为两拳。右手握住左手放在腹部，

胳膊中部位置与腰部相隔一个拳头

距离，不可紧贴。男员工：两脚平

行开立，与肩同宽，挺胸立腰，下

颌微收，双目平视，右手握左手手

腕放在腹部位置或左手握右手手腕

放在后腰处。

走姿：头正、肩平、躯挺、步直、

速度适中、走路平稳。走路时，上

体要正直，身体重心略向前倾，头

部要端正、双目平视前方、挺胸立

腰，腹部略微上提，两臂自然前后

摆动，摆幅度约 30度，两脚行走线

迹应是正对前方成直线，走路脚步

要干净利索，有鲜明的节奏感，脚

步不可过重.

蹲姿：高低式蹲姿：主要适用于男

员工，下蹲时左脚在前，右脚稍后。

左脚应完全着地，小腿基本上垂直

于地面；右脚应脚掌着地，脚跟提

起。此刻右膝低于左膝，两膝与肩

同宽。女员工选择这种姿势时，右

膝内侧需靠紧左小腿的内侧，形成

左膝高右膝低的姿势。交叉式蹲姿：

通常适用于女员工。下蹲时右脚在

前，左脚在后，右小腿垂直于地面，

15分。缺少其
中任何一项扣
3分，展示动作
不规范每处扣
1分，扣完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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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脚着地右腿在上，左脚在下，二

者交叉重叠；左膝由后下方伸向右

侧，左脚跟抬起，并且脚掌着地；

两脚前后并靠近，合力支撑身体，

上身略向前倾，臀部朝下。

坐姿：上体自然挺直，抬头挺胸，

坐满椅子的 2/3。

（女）正襟危坐式：双腿双脚并拢，

垂直于地面，双手交叉自然放于两

腿中间，并靠近小腹。

双腿斜放式：双腿并拢倾斜，双手

交叉自然放于两腿中间，并靠近小

腹。

（男）垂腿开膝式：双腿双脚平行

打开幅度与肩同宽，脚尖对齐，双

腿垂直于地面，两手自然放于双腿

上。前伸后曲式：双腿双脚平行打

开，打开幅度与肩同宽，两脚可一

前一后，两手自然放于双腿上。

6、1分钟内完成形象展示。
2分。每超过 6

秒扣 0.5分，
最多扣得 2分。

2

救生
衣穿
着演
示
（25

分）

1、首先，调整好救生衣绑带的松紧
度；
2、再打开上下两个插扣，之后将救
生衣套在身上；
3、双手伸入救生衣，插扣放于胸前；
4、穿好后，扣好上下两个插扣。
5、最后收紧救生衣的松紧带。
6、救生衣装有应急求救灯，并配有
救生口哨，可供落水者应急求救时
使用。
7、救生衣左侧口袋装有救生绳，可
用于落水者救护拉接时使用。
8、救生衣穿着同步解说。

23 分。不符合
其中任何一项
扣 2 分，扣完
为止。

9、1分钟内完成演示。
2分。每超过 6

秒扣 0.5分，
最多扣得 2分。

1、台布定位准确。台布正面向上、
十字居中、下垂均等。

3分。违反任何
项扣 1分。

2、餐椅定位正确。座位中心与餐碟
中心对齐，餐椅之间距离对等，餐

3分。每违反 1

处扣 1 分，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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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餐
宴会
摆台
（50

分，6

人位）

椅座面边角与台布下垂部分相切。 完为止。

3、餐碟定位准确。餐碟距离桌沿约
1.5cm，碟间距离均等；骨碟摆在餐
碟的正中间；翅碗位于餐碟左上方，
相距 1 厘米，汤勺放置于翅碗中，
勺把朝左，与餐碟平行；味碟放于
翅碗右侧 1 厘米处，翅碗中心与味
碟中心在一条直线上。

8分。每违反 1

处扣 2 分，扣
完为止。

4、筷架摆在餐碟右边，其横中线与
骨碟顶部成水平线（或筷子底部与
餐碟在同一直线上），与餐碟相距
1.5厘米；筷子、长柄勺搁摆筷架上
（勺靠餐碟，筷子在勺右侧），牙
签位于长柄勺和筷子中间，底部与
长柄勺平齐，正面朝上；筷尾跟桌
沿 1.5 厘米或筷子距筷架横上边线
2厘米。

8分。每违反 1

处扣 2分，扣
完为止。

5、葡萄酒杯摆在翅碗与味碟中间的
正上方，间隔 2 厘米；白酒杯摆在
葡萄酒杯的右侧，杯肚间隔 1厘米；
水杯位于葡萄酒杯的左侧，杯肚间
隔 1厘米。

3分。每违反 1

处扣 1分，扣
完为止。

6、餐巾折花。花型突出正、副主人
位，整体协调，巾花正面面向客人，
花型美观、逼真，操作手法卫生，
不用口咬、下巴按、筷子穿。

5分。每违反 1

处扣 1分，扣
完为止。

7、中餐摆位主题解说。主题明确，
条理清晰，有说服力，用词恰当。

10分。

13分钟内完成摆台项目。

10分。13分钟
后每延迟 6秒
（不足6秒按6

秒计）扣 0.5

分，扣完为止。
15分钟未完成
比赛的强行停
赛，按已完成
的内容计分。

4 得分

裁判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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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服务礼仪竞赛（分值 100 分）

（1）比赛内容

1.服务礼仪展示

2.语言运用及现场解说

3.才艺展示

（2）比赛要求

1.本项比赛为团队服务礼仪竞赛，每组 6 人，男女不限；

2.团队内成员一经报名，不得擅自更改；

3.各参赛单位需保证团队成员体检合格；

4.参赛选手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锐意进取，刻苦钻研，勇于创新；

5.比赛全程需自选自配音乐，与展示内容相融合。

（3）比赛标准

1.服务礼仪展示部分。要求参赛团队按规定的礼仪展示动

作，通过走秀或情景模拟等形式表现。具体要求如下：

①站姿：以服务站姿为主，走秀站姿为辅，两者相结合的

服务展示动作；

②走姿:以服务走姿为主，走秀走姿为辅，两者相结合的服

务展示动作；

③坐姿：女员工以正襟危坐式和双腿斜放式为示范标准。

男员工以垂腿开膝式或前伸后曲式为示范标准。

④蹲姿：以高低式蹲姿或交叉式蹲姿为示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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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鞠躬礼：以15度和30度鞠躬为示范标准；

⑥手势礼仪：以服务引领或指引方向手势为示范标准；

⑦托盘礼仪:以托盘行走、托盘避让及托盘递接为示范标

准；

⑧交际礼仪：以握手礼和告别礼为示范标准。

2.语言运用及现场解说。该部分可贯穿于整个服务展示的

过程当中，也可以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由团队成员进行现场解说。

具体要求如下：

①语言简洁精炼，语速恰当，语音语调适度优美。

②服务语言运用恰到好处，具有一定的感染力。

③解说人员发挥稳定、讲解规范，动作标准。

3.才艺展示部分。每个参赛队伍可选择服务场景模拟、唱

歌、跳舞、乐器、书画、手语等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才艺展示，

团队成员需全部参与。具体要求如下：

①选材内容需积极向上，具有一定的感召力，符合当代服

务人员特点及素质要求；

②允许自带道具、器材等才艺展示部分所需要用到的设备。

（4）比赛规则

1.参赛选手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并佩戴竞赛组委会核发

的参赛选手证参加比赛。

2.各参赛队伍必须按比赛时间，提前 15 分钟检录进入赛

场。并按照制定的编号位参加比赛。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参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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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离开赛场后不得在赛场周围高声谈论、逗留。

3.参赛队伍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比赛过程中不得使用通

讯工具和摄像工具。

4.参赛队伍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

况，需经裁判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5.参赛队伍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提问，

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6.参赛队伍展示时间不得超过 6 分钟，6 分钟以后每延迟 6

秒或不足 4 分钟（每 6 秒）扣 0.5 分，最多扣 5 分。6 分钟未

完成比赛的强行停赛，按已完成的内容计分，具体参照《团体

服务礼仪竞赛评分表》。

团队服务礼仪竞赛评分表

序号 项目 考核标准 评分细则 得分情况

一

服务礼

仪展示

（满分

45分）

1.仪容：

男员工：不留长发、胡须，头发梳理

整洁，前不遮眉、侧不盖耳、后不过

衣领，面部干净。女员工：淡妆，干

净清爽，头发后不过肩，前不盖眼。

指甲干净整洁，不涂有色指甲油。精

神饱满，自信、阳光，有亲和力。

3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0.5分，扣完为

止。

2.仪表：

着装干净整洁、团队整体风格一致，

饰品符合服务人员岗位要求。

3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0.5分，扣完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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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仪态：

行为举止端庄大方、无小动作、笑容

甜美、姿势优美连贯。

3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0.5分，扣完为

止。

4.站姿：

女员工：脚成“丁”字型（呈 60度），

右脚后跟靠左足弓处或左脚后跟靠右

足弓处。两脚成“V”字型，膝和脚后

跟靠拢，两脚尖张开距离约为两拳。

右手握住左手放在腹部，胳膊中部位

置与腰部相隔一个拳头距离，不可紧

贴。

男员工：两脚平行开立，与肩同宽，

挺胸立腰，下颌微收，双目平视，右

手握左手手腕放在腹部位置或左手握

右手手腕放在后腰处。

6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1 分，扣完为

止。

5.走姿：

头正、肩平、躯挺、步直、速度适中、

走路平稳。走路时，上体要正直，身

体重心略向前倾，头部要端正、双目

平视前方、挺胸立腰，腹部略微上提，

两臂自然前后摆动，摆幅度约 30度，

两脚行走线迹应是正对前方成直线，

走路脚步要干净利索，有鲜明的节奏

感，脚步不可过重。

6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1 分，扣完为

止。



35

6.坐姿：

上体自然挺直，抬头挺胸，坐满椅子

的 2/3。

（女）正襟危坐式：双腿双脚并拢，

垂直于地面，双手交叉自然放于两腿

中间，并靠近小腹。

双腿斜放式：双腿并拢倾斜，双手交

叉自然放于两腿中间，并靠近小腹。

（男）垂腿开膝式：双腿双脚平行打

开幅度与肩同宽，脚尖对齐，双腿垂

直于地面，两手自然放于双腿上。前

伸后曲式：双腿双脚平行打开，打开

幅度与肩同宽，两脚可一前一后，两

手自然放于双腿上。

6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1 分，扣完为

止。

7.蹲姿：

高低式蹲姿：主要适用于男员工，下

蹲时左脚在前，右脚稍后。左脚应完

全着地，小腿基本上垂直于地面；右

脚应脚掌着地，脚跟提起。此刻右膝

低于左膝，两膝与肩同宽。女员工选

择这种姿势时，右膝内侧需靠紧左小

腿的内侧，形成左膝高右膝低的姿势。

交叉式蹲姿：通常适用于女员工。下

蹲时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右小腿垂

直于地面，全脚着地右腿在上，左脚

在下，二者交叉重叠；左膝由后下方

伸向右侧，左脚跟抬起，并且脚掌着

地；两脚前后并靠近，合力支撑身体，

上身略向前倾，臀部朝下。

6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1 分，扣完为

止。

8.鞠躬礼：

15°鞠躬、30°鞠躬 ，面带微笑站立，

双手交叉放与腹部，头颈背成一直线，

身体前倾 15°/30°，目光落于体前

约 1-1.5 米处，再慢慢抬起，微笑注

视对方。

6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1 分，扣完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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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手势礼：

迎送礼：五指并拢，掌心向上，采用

横摆式，上臂和上体的夹角在 30度左

右，手肘夹角在 90度和 120度之间，

同时，服务人员要用亲切柔和的目光

注视顾客。

握手礼：用右手握手，时间一般以 1~3

秒为宜,握手不宜过紧。

挥手礼：挥手道别时，要做到身体站

直、目视对方、手臂前伸、掌心向外、

左右挥动。

6分。每发现一位

成员不符合其中

任何一项标准即

扣 1 分，扣完为

止。

二

语言运

用与现

场解说

（满分

10分）

1.语言运用：条理清晰，语言组织逻

辑性紧密，把握要点。服务语言运用

恰到好处，吐字清晰，声音甜美。

5分。

2.有配乐和脱稿讲解解说，整体解说

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解说人员发挥稳

定、讲解规范，动作标准。

5分

三

才艺展

示（满

分 40

分）

1.团队协作：团队相互协作，配合默

契，现场发挥好，有感染力、吸引力。
10分。

2.表演形式新颖：有创意、有内涵，

展示生动到位，才艺突出，表现力强。
10分

3.台风端正，动作连贯，内容积极向

上，表演力强，肢体协调。
10分

4.选材内容需积极向上，具有一定的

感召力，符合当代内河船舶工作人员

特点及素质要求。

10分

四
计时（5

分）
6分钟之内完成。

5 分。6 分钟以后

每延迟 6 秒或不

足 4 分钟（每 6

秒）扣 0.5分，扣

完为止。

五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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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水上安全应急措施

为保障船员职业技能竞赛的有序性和安全性、根据水上作

业安全保障相关办法，提前做好赛事安全工作，特制定《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赛水上安全应急措

施》。

一、水上救援措施

1.设置救生船 1 艘，救生员 2 名，医护人员 1 名，救生衣

按人数配备（每人 1 件）；

2.每艘船左右船舷配备救生圈（含带绳索）各 2 个；

3.浮趸及竞赛用船配备专用伸缩救生杆 2 支；

4.制定应急救援方案，组建水上救援队（4-6 人）；

5.竞赛码头堤岸设置救生圈（带绳索）2 个。

二、其他安全措施

1.设置医疗站，邀请两名医护人员；

2.由海事主管部门设置竞赛水域指示标志，并发布航行通

航告示；

3.广州海事内港处及水警协助维护竞赛水域的通航安全；

4.码头、浮趸和船舶等竞赛现场设置安全提示和指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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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安保人员维护秩序；

5.竞赛组委会应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赛事，维护好船员

竞赛现场秩序和监督，做好安全评估，提醒参赛选手当天的风

流水流等天气情况；

6.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竞赛设施设备及协

助人员（含配套船员），做好安全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保证船

员竞赛过程中的航行安全；

7.竞赛船值班船长对船舶安全负责，紧急情况下，可以停

止一切危害安全的行为。如靠离泊等遇见紧迫局面时，竞赛船

值班船长须夺车舵，摆脱危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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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作方案

为确保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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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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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

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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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包括嘉宾、

评委、教练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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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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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必检。参与竞赛的所有人员，都要严格查验身

份及扫场所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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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每 2 小时对码头及船舶重点接触

部位（如座椅、扶手、栏杆、台面等）进行消毒。比赛结束后，

及时清运垃圾，赛场再次进行一次全面消毒，并按规定填写好

消毒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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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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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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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处理疫情防控工作相关问题。

组 长：王伟光

副组长：骆敬标

成 员:陈志辉、黎晔、陈远斌、茆羽、王俊明、陈洁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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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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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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过程中每

2 小时对重点接触部位（如座椅、扶手、栏杆、台面等）进行

消毒；赛事结束后，再进行一次全面性消毒；每次消毒结束都

需按规定填写好消毒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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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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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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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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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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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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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

船舶驾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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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名单

2.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现场医疗处置小组名单

3.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职业技能竞

赛防疫物资备货清单



45

4.码头属地疫情防控联系人名单

5.市卫生健康委、区卫生健康局联系电话

6.各级疾控中心值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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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名单

单位 小组职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客轮公司 组长 王伟光 13682280729

客轮公司 副组长 骆敬标 13416427808

客轮公司 成员 陈志辉 18028806815

客轮公司 成员 黎晔 13610254779

客轮公司 成员 陈远斌 13710938081

客轮公司 成员 茆羽 13710374302

客轮公司 成员 王俊明 13809247158

客轮公司 成员 陈洁彬 1392629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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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现场医疗处置小组名单

单位 小组职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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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广东省船员（内河船舶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防疫物资备货清单

序号 防疫物资名称 产品规格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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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码头属地疫情防控联系人名单

序

号

单位及码头

名称

所属市、

区、街道

街道联系人+联

系电话
所属社区

社区三人小组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广州公交集

团客轮有限

公司会展中

心码头

广州市海

珠区琶洲

街道

谭广莹

（13434243804

）

新洲社区

社区工作者：彭成欣

15992400855

社区民警：骆岳勇

18925057515

医疗人员：朱伟恒

13424033507

2

广州公交集

团客轮有限

公司天字码

头

广州市越

秀区人民

街

林伟锋

（17702050373

）

太平通津

社区

社区工作者：林伟锋

（17702050373）

社区民警：林月平

（13609755398）

医疗卫生人员：叶增华

（13570378434）



50

附件 5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区卫生健康局联系电话

单位 值班电话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 81081186

越秀区卫生健康局 13312800080

海珠区卫生健康局 18998822336

荔湾区卫生健康局
81892113

天河区卫生健康局 13924116532

白云区卫生健康局 39431750

黄埔区卫生健康局 13544331366

花都区卫生健康局 18027333507

番禺区卫生健康局 84645583

南沙区卫生健康局 18928967930

从化区卫生健康局 19988240776

增城区卫生健康局 328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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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各级疾控中心值班电话
单位 值班电话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0722817

越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3815654

海珠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4202053

荔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1020747

天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926034282

白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6560450

18028024468

黄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2111436

花都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710759678

番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4615720

南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4689051

从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7982601

增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8274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