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印发 2022 年广东省
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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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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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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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广东省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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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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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时代制造业人才队伍的新路径、新方法，促进广东制造业蓬

勃发展，根据工作安排，举办 2022 年广东省管工职业技能竞赛，

为全省制造行业管工学习技术、展示才能、脱颖而出搭建平台，

培养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管工”专业大军，为广东新时代改革

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为做好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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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广东省管工职业技能竞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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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船

国际有限公司承办，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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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环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龙国文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执行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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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耿 广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

成 员：张良音 广州市南沙区人社局就业中心主任

刘 毅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

曾令清 广州技师协会造船分会理事长

冯馨丹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秘书处主任

吴巨胜 广州造船厂技工学校副校长

郑何森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院长

赵文正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余伟杰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副主席

陈武钗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培训处副主任

彭婀娜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教务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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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负责竞赛的综

合协调、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

主 任：罗凯旋

副主任：余伟杰 赵文正

成 员：林 莉 钟秋云 文山川 陈红梅 余泽鑫

（三）技术工作组

负责组织制定竞赛技术工作方案；对竞赛各环节技术工作提

出规范要求；提出专家组长（裁判长）人选；组织编制技术工作

文件及命题；会同承办、协办单位实施技术保障；根据职责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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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竞赛过程中的突发情况等工作。

由组委会聘请管工行业专家组成考评专家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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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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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前公布为准）

（四）赛务工作组

负责竞赛项目赛务保障等工作的具体落实与实施；协助审核

技术工作文件；组织落实所需场地及设施设备等保障工作；根据

职责及时妥善处理赛场突发情况；做好后勤保障、宣传及接待等

工作。

1.赛务组

组 长：钟秋云

成 员：张杰芳 文山川 陈亮 张淼昆 关元斌 饶宜中

王 瑶 余泽鑫 王树俊 刘福发 刘昭佚

职 责：负责制定竞赛日程安排、落实竞赛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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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决赛当天开幕式、颁奖仪式等组织、协调工作。

2.后勤组

组 长：文山川

成 员：郭 超 周茂弟 李博文 陈红梅 张飞 江立军

李海鹏 董荣荣 王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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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责：主要负责安排竞赛有关人员的报到、食宿、交通、

医护和礼仪等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落实比赛场地和布置工作。

3.宣传组

组 长：林 莉

成 员：陈楚婷 彭永桂 符致冠 钟伟

职 责：主要负责竞赛宣传报道、信息的发布和资料整理。

4.接待组

组 长：张杰芳

成 员：陈楚婷 文山川 周茂弟 张飞 陈红梅 董荣荣

周 艳

职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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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动作温馨提示和领导车辆停放工作。

5.仲裁组

组 长：黄海鹏

成 员：各参赛单位专家（以赛前公布为准）

职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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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竞赛项目及相关安排

（一）竞赛项目及标准

1.竞赛项目：管工

2.竞赛标准：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管工》（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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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按照其中三级/高级工及以上理论知识、技能要求和相

关知识内容并结合现有生产制造工艺技术的实际情况命题，具体

内容详见《2022 年广东省（制造行业）管工职业技能竞赛技术

文件》（附件 1）。

（二）竞赛项目安排

本次竞赛由理论知识比赛和操作技能竞赛两部分组成，其中

理论知识占总成绩的 30%，操作技能占总成绩的 70%。

1.理论知识竞赛：本次管工理论知识竞赛试题满分为 100

分，占竞赛总成绩的 30%，考试时间 90 分钟。

2.操作技能竞赛：本次管工操作技能竞赛考核满分为 100

分，占竞赛总成绩的 70%，各考核项目及考核时限依照技术文件

规定执行。

（三）竞赛时间及地点

1.初赛阶段

初赛由各市级工会自行组织实施，初赛结果只作为各参赛单

位报送参加决赛的依据，不计入本次决赛成绩。

2.决赛阶段

①竞赛时间：2022 年 10 月下旬（具体时间待定）。

②竞赛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启航路 18 号广船

国际有限公司。

以上竞赛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竞赛组委会通知为准。

三、参赛资格与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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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资格

1.省内从事管工工种工作的企业职工（含非公企业职工和农

民工）均可报名参赛，须年满 18 周岁，职业技术院校的师生不

作为此次参赛对象，省属企业按属地报备原则，由所在地的市级

工会组织报名和选拔。

2.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称号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加竞赛。

3.决赛参赛选手须持热切割与熔化焊接特种作业证（有效期

内）。

（二）竞赛报名及参赛方式

1.决赛参赛人数

①各参赛队可选拔推荐参赛选手 3 人，领队 1 人，教练 1 人，

全队最多可报 5 人。

②报名主体为各地市总工会，广州市、深圳市总工会可选派

两支工会代表队，其余地市最多可选派一支代表队；各地市总工

会代表队选手可由当地企业混合产生。

③具有独立法人单位资格，且单位具有相应管工工种从业队

伍，可直接组成代表队向承办单位报名参赛。

2.报名方式

各地市总工会按所分配的参赛名额，填报《2022 年广东省

管工职业技能大赛报名表》（附件 2）和《2022 年广东省管工职

业技能大赛单位汇总表》（附件 3），并准备选手身份证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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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切割与熔化焊接特种作业证扫描件（有效期内）、大一寸白底

电子彩照（以“地市工会/单位-姓名”格式命名，电子照片须是

标准证件数字彩色背景照片，JPG 或 JPEG 格式，大于 10K，小于

40K，像素>=295*413），以上电子版报名材料发送至邮箱

gsipxzx@126.com,邮件内注明参赛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三）裁判团队组建方式

由竞赛组委会聘请省内行业管工专家组成竞赛技术委员会，

负责本次管工竞赛的技术与评判工作。

四、奖项设置

（一）个人奖项

1.获得竞赛第一名的选手，经竞赛组委会考察合格后由省总

工会职工技协中心按程序申报“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2. 获得决赛前五名的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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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主办单位联合发文予以通报表扬。

3.此次竞赛按综合成绩排名设金奖、银奖、铜奖，并据获奖

等级分别依第次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参加决赛在 60 人及以上

的，对未获得上述奖项但在参加决赛人数 50%以内的选手颁发优

胜奖。

4.若参加决赛人数在 60 人以上（含 60 人）的前 2 名，参加

决赛人数在 20-59 人之间的第 1 名选手，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经核准后，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颁发荣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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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5.对获得竞赛优胜奖以上名次的选手，由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负责按程序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核发高级工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原已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并获“广

东省技术能手”称号的选手，由广船国际有限公司负责按程序向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核发技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二）参赛单位奖项

结合参赛单位情况及竞赛结果，给予颁发“技能人才培育贡

献奖”或“优秀组织奖”（具体根据最终参赛单位数量及决赛获

奖情况确定）。

五、申诉、仲裁和监督

（一）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工具和设备，有失公正的评

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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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小时内）用书

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提出。仲裁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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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保证竞赛结果公平公正，组委会下

设仲裁工作组。

2.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

3.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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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六、实施保障和安全、防疫要求

为保障此次技能大赛竞赛期间各类人员的人身健康与财产

安全，根据国家、省市有关疫情防控要求，在发生紧急事件时能

及时处理、实施救治，以减少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特制订疫情

防控与安全保障应急预案，预案包括本次竞赛全程的风险辨识和

应急处理措施，具体内容见《2022 年广东省（制造行业）管工

职业技能竞赛疫情防控与安全保障应急方案》（附件 4），同时参

与此次大赛的专家组长（裁判长）、专家组成员、裁判员、选手、

录分员、技术及赛务保障工作人员等按要求签订《广东省行业企

业职业技能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附件 5）。

附件：

1.2022 年广东省（制造行业）管工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文件

2.2022 年广东省（制造行业）管工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3.2022 年广东省（制造行业）管工职业技能竞赛报名单位

汇总表

4.2022 年广东省（制造行业）管工职业技能竞赛疫情防控

与安全保障应急方案

5.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行为规范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