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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领导机构 

（一）大赛组织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葛道凯   省教育厅厅长 

副主任委员： 

曹玉梅   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瑞丽   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 

李  强   省工信厅副主任 

             赵  光   省财政厅副厅长 

             顾  潮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唐世海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 

金  凌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蔡  恒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姜  昕   省商务厅副厅长 

             陈  芬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朱  岷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张海涛   省总工会副主席 

林小异   团省委副书记 

             崔  娟   省妇联副主席 

             吴胜兴   江苏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 

             杨湘宁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委     员： 

徐  庆   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 

张善平   省教育厅职教处副处长 

郝  琳   省发改委社会发展处处长 

周晓林   省发改委经济贸易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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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亮   省工信厅产业人才与合作处处长 

朱忠迎   省财政厅教科文处处长 

李建方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杨进保   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陈浴宇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教育处处长 

范  健   省交通运输厅政治处处长 

姜雪忠   省农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处长 

                 李俊毅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服务

外包处）处长 

胡晋元    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服务

外包处）四级调研员 

张人健   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教与产业处二级调研员 

王晓芳   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处长 

潘  睿   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副处长 

蒋先宏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张志方   团省委中学共青团与少先队工作部部长 

李  琨   团省委中学共青团与少先队工作部副部长 

丁  乾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 

丁哲军   省委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 

        江苏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秘书长 

张  赟   省教育厅职教处四级调研员 

张  铎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各高职赛项承办院校主要负责人、各设区市教育局、发改委、工信

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交通局、农业农村局、商务局、文化和

旅游局、卫健委、总工会、团委、妇联分管负责人。 

（二）大赛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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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张 铎（兼）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副主任：狄建雄 

          成  员：伍 文          组委会组织工作联络员 13951688535 

卞凌晶（中职） 组委会组织工作联络员 13913040196 

                  史建俊（高职） 组委会组织工作联络员 13621599853 

                  龙霄汉    互联网+国际贸易项目联络员 15189707889 

（三）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  任：徐 庆   江苏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  

委  员：各市教育局职教处处长  

        各参赛高职院分管院长 

（四）仲裁委员会 

主  任：徐  庆  江苏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 

副主任：张  铎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秘书长 

        狄建雄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办公室副主任 

委  员：各赛点仲裁组长 

（五）赛风监督委员会    

主任： 陈金龙  江苏省教育厅机关纪委副书记  

委员： 各市教育局监察室主任 

        各赛项监督员 

  



 

4 

 

二、赛点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赵驰轩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副组长：盛立强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沈文其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组  员：葛鑫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主任 

        李  良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部长 

张  明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 

        蔡  滟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处长 

陈惠明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处处长 

蔡达君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处长 

陆金芳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 

戴雯惠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智慧校园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丽霞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学部副主任 

沈巧明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与国贸学院书记 

凌守兴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计与国贸学院院长 

（二）竞赛工作小组 

1.大类专家组长：陶经辉 

2.专家组 

赛项专家组长：刘  薇 

组员：若干人 

3.裁判组 

赛项裁判长：雷卫中 

组员：若干人 

4.仲裁组 

组长：大赛巡视员 

组员：赛项专家组长、仲裁(谢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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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赛风监督组 

从监督员库中随机抽取 

6.赛场技术人员组 

组长：张  晶 

组员：杨  宇、徐顶峰 

7.场外工作人员组 

组长：韩义焓 

组员：季  红、王静岩、顾全根 

（三）赛务工作小组 

1.接待组 

组长：葛鑫伟 

专家、裁判接待：沈巧明、凌守兴 

参赛队接待：吴  雷、王  尧 

会务接待：韩义焓、吴继良 

2.后勤组 

组长：蔡达君 

组员：储旭锋、蔡梦寥 

3.安保组 

组长：蔡达君 

组员：何建秋、蔡梦寥 

4.财务组 

组长：查  科 

组员：季  红、刘文辉 

5.宣传组 

组长：李  良 

组员：刘颢霖、徐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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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赛点接待工作 

（一）报到时间： 

2021年 4 月 10日 8:00—12:00 

（二）报到地点：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南溪江路 88 号 

  酒店电话：0512-65877777 

  联系人： 

承办方：吴  雷老师 13301548693 

酒店方：潘思思经理 18168188913 

（三）报到手续： 

1.登记、安排住宿（食宿费用自理）； 

2.参赛人员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 

3.各参赛队《提交参赛人员健康状况排查承诺书》和《个人健康状况承

诺书》，查验健康通行码“绿码”和手机漫游地查询结果并测温； 

4.领取赛项指南、参赛证等资料； 

5.购买参赛选手 11日的午餐。 

注：住宿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参赛检录时需提交身份证、学生证原件！ 

（四）住宿安排： 

苏州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南溪江路 88号 

 酒店电话：0512-65877777 

 联系人： 

承办方：吴  雷老师 13301548693 

酒店方：潘思思经理 18168188913 



 

7 

 

（五）用餐安排： 

1.4 月 11 日中午 

参赛选手在赛场内统一安排午餐。 

领队、指导教师可自行前往学校食堂刷支付宝就餐。 

2.4 月 12 日中午 

中午 11:30 前，未结束的参赛选手在赛场内统一安排巧克力、士力架。 

领队、指导教师，结束比赛的选手可自行前往学校食堂刷支付宝就餐。 

3.其他时间：各参赛队用餐自理。 

4.关于餐费的说明：4 月 11 日参赛选手午餐用餐标准 25 元/人，建议

各参赛校自行考虑补贴此项费用。 

（六）交通方式： 

1.苏州站->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轨道交通 4 号线（同里方向），10站至“红庄”下车，站内换乘，轨道

交通 4 号线支线（木里方向），3 站至“越溪”下车，1 号西口出，步行 932

米。打车约 30 分钟，20公里。 

 

 

2.苏州北站->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轨道交通 2 号线（桑田岛方向），9站至“苏州火车站”下车，站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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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轨道交通 4号线（同里方向），10 站至“红庄”下车，站内换乘，轨道

交通 4 号线支线（木里方向），3 站至“越溪”下车，1 号西口出，步行 932

米。打车约 40 分钟，38公里。 

 
 

承办校在指定酒店安排大赛专用大巴接送。 

自驾车须停放在指定酒店停车场，集中乘坐大赛专用大巴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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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安排 

      

乘车提示： 

注：驻酒店联络员及联系方式： 

酒店 1—吴继良老师  18915409633 

酒店 2—吴  雷老师  13301548693 

  

日期 发车时间 车辆起止 乘车安排 

4月 10日 

8:00 酒店 1→学校 
巡视员、专家组、裁判长、监督、仲裁、

联络员等 

9:00 酒店 1→学校 裁判员等 

14:30 酒店 2→学校 各参赛队 

16:40 学校→酒店 2 各参赛队 

17:10 学校→酒店 1 专家组、裁判长、裁判员、监督、仲裁等 

4月 11日 

6:30 酒店 1→学校 专家组、裁判长、裁判员、监督、仲裁等 

6:30 酒店 2→学校 各参赛队 

15:00 学校→酒店 2 各参赛队 

17:00 学校→酒店 1 专家组、裁判长、裁判员、监督、仲裁等 

4月 12日 

6:30 酒店 1→学校 专家组、裁判长、裁判员、监督、仲裁等  

6:30 酒店 2→学校 各参赛队 

16:00 学校→酒店 1 专家组、裁判长、裁判员、监督、仲裁等  

16:30 学校→酒店 2 各参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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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赛前工作安排 

1.专家组工作会 

时间：4月 10 日  8:30—9:30 

地点：图书馆 507会议室  

主持人：巡视员 

参加对象：专家组成员、裁判长、监督、仲裁、联络员、承办院校等 

会议内容：通报赛项筹备工作（承办院校场地准备、技术支持企业技

术保障），专家组介绍赛项工作流程、人员分工和有关问题说明，抽取比赛

赛卷 

2.裁判组培训会 

时间：4月 10 日  9:30—11:00 

地点：图书馆 507会议室 

主持人：赛项专家组长 

参加对象：巡视员、裁判组全体人员、仲裁、联络员、监督 

会议内容：裁判组工作要求和纪律，裁判长介绍裁判组人员分工，赛

项评分流程、评分要求及方法。针对赛卷具体评分方法在比赛期间组织评

分裁判专题培训 

3.竞赛工作人员会 

时间：4月 10 日  11:00—12:00 

地点：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赛点负责人  

参加对象：巡视员、裁判长、赛点工作人员、技术支持企业 

会议内容：明确工作人员分工，发放工作证件，裁判长、巡视员提工

作要求等 

4.领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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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月 10 日 15:00—16:00 

地点：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巡视员 

参加对象：赛项专家组长、裁判长、仲裁、承办院校、领队、指导教

师等 

会议内容：赛项须知、赛项工作流程和有关问题说明，赛项后勤服务

保障有关说明，答疑 

5.选手熟悉场地 

时间：4月 10 日 16:00—16:30 

地点：图书馆 

参加对象：各参赛队、赛场工作人员等 

6.赛前场地、设备检查 

时间：4月 10 日 16:40—17:00 

地点：图书馆 

主持人：裁判长 

参加对象：赛项专家组长、裁判员、仲裁、监督、联络员等 

内容：检查验收赛场，签字确认后封场 

7.成绩发布会 

时间：4月 12 日  15:00—16:00 

地点：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巡视员 

参加对象：专家组长、裁判长、领队、指导教师、仲裁、监督、联络

员、承办院校 

内容：专家组长赛项点评，裁判长宣读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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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日程 

  竞赛日程安排表 

日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4 

月
10

日 

8:00-12:00 
参赛队报到，安排住
宿，领取资料 

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吴  雷 13301548693 

8:30-9:30 专家组工作会 图书馆 507 会议室  韩义焓 15295625676 

9:30-11:00 裁判组培训会 图书馆 507 会议室  韩义焓 15295625676 

11:00-12:00 竞赛工作人员会 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  韩义焓 15295625676 

15:00-16:00 领队会 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 韩义焓 15295625676 

16:00-16:30 选手熟悉场地 竞赛场地 王静岩 18118156879 

16:40 参赛队返回住宿酒店 图书馆北广场 吴  雷 13301548693 

16:40-17:00  赛前场地、设备检查 竞赛场地 刘  东 15862540581 

17:10 
专家组等工作人员返
回住宿酒店 

图书馆 吴继良 18915409633 

4 

月
11

日 

6:30 
各参赛队集合，集体
乘车前往赛场 

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吴  雷 13301548693 

7:10-8:10 

检录、第一次加密抽
签 

图书馆北广场整队，二楼入
口处检录、第一次加密 

王静岩 18118156879 

第二次加密抽签 
图书馆二楼转一楼入口处第
二次加密 

王静岩 18118156879 

8:10-12:10 
外贸业务能力 B2B

模块 
图书馆一楼自习室 王静岩 18118156879 

12:10-13:00 午餐 图书馆一楼自习室 吴金全 18862320512 

13:10-14:30 外贸跟单能力模块 图书馆一楼自习室 王静岩 18118156879 

15:00 参赛队返回住宿酒店 图书馆北广场 吴   雷 13301548693 

4 

月
12

日 

6:30 
各参赛队集合，集体
乘车前往赛场 

石湖金陵花园酒店  吴   雷 13301548693 

7:10 图书馆北广场整队 图书馆北广场 顾天琦 15850165735 

7:20-8:00 

外贸英语沟通能力模
块检录、第一次加密
抽签 

图书馆北广场整队，二楼入
口处检录、第一次加密 

顾天琦 15850165735 

外贸英语沟通能力模
块第二次加密抽签 

图书馆二楼转三楼入口处 顾天琦 15850165735 

8:00-12:00 
外贸英语沟通能力模
块 

图书馆四楼竞赛场地 张李威 18750912477 

7:20-8:00 

外贸业务能力 B2C

模块检录进场第一次
加密抽签 

图书馆北广场整队，二楼入
口处检录、第一次加密 

顾天琦 15850165735 

外贸业务能力 B2C

模块第二次加密抽签 
图书馆二楼转一楼入口处 顾天琦 15850165735 

8:00-9:00 
外贸业务能力 B2C

模块 
图书馆一楼自习室 王静岩 18118156879 

11:30-13:00 午餐 学校食堂 吴金全 18862320512 

15:00-16:00 成绩发布会 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厅 韩义焓 15295625676 

16:30  参赛队返程 图书馆北广场 吴   雷 1330154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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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场地安排 
（一）校内路线图 

 

（二）竞赛及相关场地安排（学院图书馆） 

一楼自习室：外贸业务能力 B2B 模块与外贸跟单能力模块机赛、外贸业

务能力 B2C 笔试 

四楼信息培训室：外贸英语沟通能力模块赛室 

四楼电子阅览室：外贸英语沟通能力模块备赛区   

三楼阅览室：外贸英语沟通能力模块候赛区 

图书馆北广场二楼入口处：检录处 

图书馆一楼大厅：赛场工作人员休息区、医疗服务区 

二楼学术报告厅：赛场直播观看、领队会议、成绩发布会 

二楼休闲阅览室：领队、指导教师休息区 

二楼综合阅览室：其他工作人员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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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赛队名单  

序号 参赛院校 
参赛 

选手 
性别 参赛号 指导教师 领队及电话 

1 

 

南京交通

职业技术

学院 

嵇亚龙 男 HLW+GG001 

李小叶 

陈乃源 

李小叶 

15295755215 
焦迎春 男 HLW+GG002 

张津瑞 男 HLW+GG003 

2 

南京信息

职业技术

学院 

庄佳雨 女 HLW+GG004 

赵旭卉 

王春霞 

杨波 

18951710976 
王馨茹 女 HLW+GG005 

范志刚 男 HLW+GG006 

3 
南京城市

职业学院 

胡成龙 男 HLW+GG007 

赵羽涵 

刘红 

刘红 

18936031617 
陈奥 男 HLW+GG008 

汤雨馨 女 HLW+GG009 

4 

南京工业

职业技术

大学 

卞贤兰 女 HLW+GG010 

顾莉莉 

刘红 

顾莉莉 

13851585346 
陶思雨 女 HLW+GG011 

苗增培 女 HLW+GG012 

5 

南京机电

职业技术

学院 

颜颖 女 HLW+GG013 

陈洁 

高艺 

施炜 

18061231183 
卢鹏程 男 HLW+GG014 

黄安男 女 HLW+GG015 

6 
南京科技

职业学院 

陈文琼 女 HLW+GG016 

朱丽华 

朱青 

朱丽华 

18952054686 
陈敏君 女 HLW+GG017 

戴玉洁 女 HLW+GG018 

7 

江苏开放

大学（江

苏城市职

业学院） 

郭旻 女 HLW+GG019 

倪玉琴 

许洁 

倪玉琴 

18051082386 
余康 女 HLW+GG020 

卢文婧 女 HLW+GG021 

8 江苏海事 李鹭鹭 女 HLW+GG022 马向阳 郭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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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

学院 
刘利娜 女 HLW+GG023 高煜欣 17768105626 

王亚齐 女 HLW+GG024 

9 

江苏经贸

职业技术

学院 

薛东旭 男 HLW+GG025 

戈雪梅 

雍瑾 

谢恽

13901591301 
沈媛媛 女 HLW+GG026 

张帆之 男 HLW+GG027 

10 

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

学院一队 

朱永清 女 HLW+GG028 

邹莉 

范隽瑜 

王晓宁 

13915343019 

姚静峥 女 HLW+GG029 

向玲 女 HLW+GG030 

11 

 

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

学院三队 

金逸箫 女 HLW+GG031 

周开权 

孙艳 
魏莹莹 女 HLW+GG032 

李梦涵 女 HLW+GG033 

12 

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

学院二队 

孙雨晴 女 HLW+GG034 

孙康 

祁文田 
黄可 女 HLW+GG035 

刘佳妮 女 HLW+GG036 

13 

 

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

学院五队 

路修远 男 HLW+GG037 

张蔚雯 嵇蓉蓉 女 HLW+GG038 

汪惠洁 女 HLW+GG039 

14 

江苏联合

职业技术

学院四队 

许悦 女 HLW+GG040 

管斯维 

蒋碧雅 
鄢御鑫 女 HLW+GG041 

陶怡霏 女 HLW+GG042 

15 

无锡商业

职业技术

学院 

雷新伟 男 HLW+GG043 

盖琦琪 

杨慧 

盖琦琪 

15906195509 
邢斌 男 HLW+GG044 

冯新宇 女 HLW+GG045 

16 无锡城市 马虞琼 女 HLW+GG046 顾春江 虞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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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

学院 
吴柯静 女 HLW+GG047 虞贞 13861820610 

王雪梅 女 HLW+GG048 

17 

无锡工艺

职业技术

学院 

孙磊 男 HLW+GG049 

周叶 

吴轶英 

蒋勇 

13915381573 
李旭升 男 HLW+GG050 

李燕 女 HLW+GG051 

18 
无锡科技

职业学院 

桑增远 男 HLW+GG052 

张永 

缪克峻 

张永 

18961759804 
马雯雯 女 HLW+GG053 

王坤 男 HLW+GG054 

19 
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 

黄杨 女 HLW+GG055 

张玲 

侍冰冰 

蒋宏成 

13485059433 
许敏 女 HLW+GG056 

邵仁康 男 HLW+GG057 

20 

江苏信息

职业技术

学院 

简儒秀 女 HLW+GG058 

姚君 

於丽娜 

姚君 

13771111025 
张晓玥 女 HLW+GG059 

王卓良 男 HLW+GG060 

21 

常州信息

职业技术

学院 

李岩骏 男 HLW+GG061 

林菊洁 

江波 

林菊洁 

13861180960 
李子豪 男 HLW+GG062 

黎玉洁 女 HLW+GG063 

22 

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

学院 

张洁 女 HLW+GG064 

朱传洁 

孙斐斐 

朱传洁 

13775092597 
周慧淋 女 HLW+GG065 

曾龙祥 男 HLW+GG066 

23 

常州工程

职业技术

学院 

鲍雨昕 男 HLW+GG067 

蒋恒蔚 

徐林 

董海华 

13951239890 
范世辰 男 HLW+GG068 

刘馨羽 女 HLW+GG069 

24 常州机电 崔文慧 女 HLW+GG070 屈大磊 张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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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

学院 
宋彬语 女 HLW+GG071 任涵子 18705322216 

张乐怡 女 HLW+GG072 

25 

常州纺织

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 

董佳慧 女 HLW+GG073 

徐龙志 

钱华生 

左武荣 

13861250878 
朱万龙 男 HLW+GG074 

周树琴 女 HLW+GG075 

26 

昆山登云

科技职业

学院 

李祥宾 男 HLW+GG076 

张雪佳 

招书考 

招书考 

13771855478 
章静 女 HLW+GG077 

张璇 女 HLW+GG078 

27 
沙洲职业

工学院 

周胜 男 HLW+GG079 

苏定东 

沈萍 

沈萍 

13601568899 
陈倩 女 HLW+GG080 

高嘉莉 女 HLW+GG081 

28 
硅湖职业

技术学院 

常辉 男 HLW+GG082 

闫琴 

汤小燕 

闫琴 

18871067352 
陈梓祥 男 HLW+GG083 

赵程 女 HLW+GG084 

29 

苏州信息

职业技术

学院 

蒋名渊 男 HLW+GG085 

邬娜 

楚晓玉 

房朔杨 

13771875106 
赵婉婷 女 HLW+GG086 

陈琪 女 HLW+GG087 

30 

苏州健雄

职业技术

学院 

杨晔 男 HLW+GG088 

王立斌 

李嘉倩 

王立斌 

18051236920 
张羽梦 女 HLW+GG089 

王涵 男 HLW+GG090 

31 

苏州农业

职业技术

学院 

李佩桦 男 HLW+GG091 

吴薛 

赵霜妍 

吴薛 

18068009200 
丁珂 女 HLW+GG092 

赵茜 女 HLW+GG093 

32 苏州工业 赵江 女 HLW+GG094 丁强 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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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服务

外包职业

学院 

韩东驰 男 HLW+GG095 徐芃 13375184767 

黄一倩 女 HLW+GG096 

33 
苏州市职

业大学 

刘爽 男 HLW+GG097 

牛士华 

缪鹤兵 

缪鹤兵 

13912649509 
周莎莎 女 HLW+GG098 

徐旭琪 女 HLW+GG099 

34 

苏州经贸

职业技术

学院 

王超颖 女 HLW+GG100 

刘晓伟 

汤嘉 

刘晓伟 

15150426139 
肖乔 女 HLW+GG101 

周睿欣 男 HLW+GG102 

35 

南通师范

高等专科

学校 

吕志伟 男 HLW+GG103 

张旭 

袁明华 

李亚琴 

13773775868 
李虹炎 女 HLW+GG104 

李曼曼 女 HLW+GG105 

36 
南通科技

职业学院 

涂琳 女 HLW+GG106 

王利云 

王艳蓉 

王利云 

13275298628 
周芷丹 女 HLW+GG107 

胡燕杰 女 HLW+GG108 

37 
江苏商贸

职业学院 

袁媛 女 HLW+GG109 

徐建群 

刘燕 

何晓光 

13515202772 
张玥彤 女 HLW+GG110 

刘娜 女 HLW+GG111 

38 

江苏工程

职业技术

学院 

张佳莉 女 HLW+GG112 

张婷 

王峰 

王峰 

13912293880 
黄奕涵 男 HLW+GG113 

张靖雯 女 HLW+GG114 

39 

江苏航运

职业技术

学院 

胡睿思 女 HLW+GG115 

刘银芬 

倪慧洋 

刘银芬 

15896284302 
姚烨 女 HLW+GG116 

陈露燕 女 HLW+GG117 

40 江苏财会 张宇 女 HLW+GG118 伏星 朱丽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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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院 王皓 男 HLW+GG119 潘东旭 13941556908 

周苏婷 女 HLW+GG120 

41 

江苏财经

职业技术

学院 

杜沂侃 男 HLW+GG121 

李洁 

张丽 

李洁 

13515243201 
王双飞 女 HLW+GG122 

吴鹏 男 HLW+GG123 

42 

江苏食品

药品职业

技术学院 

陈泽石 男 HLW+GG124 

杨路 

徐波 

徐波 

15052450293 
饶亚梅 女 HLW+GG125 

万静敏 女 HLW+GG126 

43 

盐城工业

职业技术

学院 

丁闻天 男 HLW+GG127 

李玉娟 

侯同娣 

周伟 

15251039008 
卞瑶 女 HLW+GG128 

赵颖 女 HLW+GG129 

44 

扬州工业

职业技术

学院 

朱佳艺 女 HLW+GG130 

葛静茹 

卜时忠 

葛静茹 

15905277555 
高楠 女 HLW+GG131 

吴丹 女 HLW+GG132 

45 
扬州市职

业大学 

陈岗 男 HLW+GG133 

陈红艳 

马华 

马华 

13813182058 
胡慧娟 女 HLW+GG134 

王文倩 女 HLW+GG135 

46 

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

学院 

韩婷婷 女 HLW+GG136 

王闻环 

田丽丽 

王闻环 

15189147887 
晏玉翔 女 HLW+GG137 

杨丽 女 HLW+GG138 

47 

镇江市高

等专科学

校 

陈家礼 男 HLW+GG139 

方姝琦 

孙艳平 

方姝琦 

15051117312 
蒋云霞 女 HLW+GG140 

彭梦情 女 HLW+GG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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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关规则、职责 

（一）参赛队须知 

1.各参赛队的着装上不得有显示学校校名的中、英文标识。 

2.所有参赛选手均不得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竞赛现场，不得以任何

方式向他人泄露竞赛内容，否则将取消该参赛选手的成绩和名次。 

3.各参赛队的领队、指导教师统一在指定地点休息，不得以任何理由进

入竞赛现场。指导教师应认真研究和掌握本赛项比赛的技术规则和赛场要求，

指导选手做好赛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应在赛后做好技术总结和工作总结。 

4.所有参赛选手凭参赛证和身份证进入竞赛现场，不得私自离开候赛区，

如确需离开的，需经裁判长同意后由工作人员陪同。 

5.各参赛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虚作假。 

6.结束比赛的选手必须立刻离开赛场，不得滞留。 

（二）裁判员须知 

1.裁判员执裁期间，佩戴裁判员标识，举止文明礼貌，接受参赛选手的

监督。 

2.严守竞赛纪律，执行竞赛规则，服从赛项专家组和裁判长的领导。按

照分工开展工作，始终坚守工作岗位，不得擅自离岗。 

3.比赛中所有裁判员不得影响参赛选手正常比赛。 

4.严格执行赛场纪律，不得向参赛选手暗示或解答与竞赛有关的内容。

及时制止选手的违纪行为。对裁判工作中有争议的技术问题、突发事件要及

时处理、妥善解决，并及时向裁判长汇报。 

5.要提醒选手注意操作安全，对于选手的违规操作或有可能引发人身伤

害、设备损坏等事故的行为，应立即制止并向裁判长报告。 

6.严格执行竞赛项目评分标准，做到公平、公正、真实、准确，杜绝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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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打分；严禁利用工作之便，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7.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透露竞赛的有关情况。 

（三）赛场技术人员须知 

1.负责竞赛中的设备维护、抢修、恢复等工作。负责竞赛中工具损坏后

的及时调换工作。 

2.负责竞赛中的操作安全，当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动作时应及时予以制

止。 

3.其他突发事件的处理。 

4.在竞赛全过程中，在场外固定位置等候，当竞赛中需要技术人员配合

工作时，在裁判员的陪同下进入赛场做好有关工作。不得与参赛选手有任何

信息交流。 

（四）场外工作人员须知 

1.佩戴证件，着装整齐，言行文明，热情大方。 

2.所有岗位的工作人员要提前 15 分钟进入工作岗位，做好工作准备。

并坚守岗位，积极、主动完成工作任务。 

3.各项工作一定要按时、按要求做好。 

4.一般情况下，不得请假，如遇特殊情况一定要提前向各小组负责人请

假批准。 

5.严守各项纪律，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或向上级领导汇报，严禁因个人

原因对大赛造成不良的影响，保证大赛的顺利进行。 

（四）候赛区工作人员职责 

1.负责维护候赛区内正常秩序并做好服务工作，负责带参赛选手到达各

指定赛场，负责引导项目操作完成后的选手进入候赛区，对经裁判长同意确

需暂时离开候赛区的选手要全程陪同。 

2.及时制止参赛选手之间相互传递信息的行为。对违反竞赛规则的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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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发出警告，并作好违规记录，及时向裁判组反映。 

3.根据抽签顺序安排各选手进入各指定赛场。 

4.竞赛全部项目结束后，负责候赛区的卫生清洁工作。 

5.竞赛过程中，如遇突发状况，配合竞赛现场工作人员完成相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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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疫情防控方案 

（一）防疫承诺 

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填报个人健康状况承诺书，要求提前完成“苏康码”

的申领，满足“苏康码”绿码和体温检测低于 37．3 度的要求，无发热、咳

嗽等相关症状，参赛期间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 口罩，有

以下情况之一者，应主动报告，不能参加： 

1.14天内有高、中风险地区和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 

2.14天内有确诊、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 

3.14 天内有境外归来、疫情重点地区的发热人员或呼吸道症状人员接

触史。 

拒签防疫承诺书者取消参赛资格，对隐瞒行程、隐瞒病情、故意压制症

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的工作人员，要追究本人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二）健康排查 

1.核实活动轨迹。对参赛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旅居史和接触史进行核查。

如发现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立即报告学校主管部门。 

2.开展新冠病毒核酸筛查。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或其他主管部门认为需要

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人员，在比赛前进行检测，持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

中心出具的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 

（三）场地布置 

1.环境消毒管理 

制定并严格落实清洁消毒制度，对通道、桌椅、门把手、卫生间、楼梯、

设备等进行彻底清洁，明确张贴完成标识。比赛前完成系统测试和清洁消毒

工作，增加对场所的通风换气频次。 

2.设置隔离赛位 

靠进出、入口，采光和通风条件良好，备有空调或电风扇等降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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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空调，则应为分体式空调，设立醒目的“隔离”标识，门前有“闲

人免进”等提醒标识，避免其他人员误入隔离场所。 

3.防疫用品 

需要配备数量充足的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一

次性手套、水银体温计、手持式体温检测仪、呕吐包、洗手液、速干手消毒

剂、含氯消毒剂。防疫用品应单独存放，避免安全隐患。 

（四）突发事件及处置 

疫情突发事件及处置。竞赛过程中，如发现参赛人员或工作人员中突发

发热、乏力、干咳、呼吸困难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的，按以下程序处置：  

1.工作人员立即要求其佩戴口罩并迅速报告承办院校工作人员；  

2.组织医护人员带离选手或工作人员至隔离考场；  

3.医务人员进行体温检测，体温异常，或伴有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的，

经医务人员现场核实、诊断并决定是否终止其比赛并带离考场；  

4.视情报告当地疾控部门并按要求进行处置；  

5.承办院校做好相关区域的消毒工作；  

6.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处置情况，相关情况报当地防疫管理部门和大赛

组委会； 

7.如有参赛人员或工作人员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或无

症状感染者，立即配合有关部门排查密切接触者，配合有关部门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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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赛点有关机构联系方式 

工作机构 工作职责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竞赛现场组 

全面负责 

赛程安排 
张明 13913553505 

赛务协调 
沈巧明 

凌守兴 

18962129208 

18013596659 

技术支持 张晶 13815871417 

赛务接待组 食宿交通 韩义焓 15295625676 

安全保障组 安全保卫 蔡梦寥 13862090642 

宣传报道组 大赛宣传 徐蕴华 18352431296 

后勤保障组 后勤医疗 蔡梦寥 13862090642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1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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