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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朱景高 温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庄加灵 温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吴含荃 温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副处长 

        吴松河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 

        徐海龙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书记、院长 

        李胜伟 温州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郭高腾 温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副处长 

    副主任：夏向荣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副院长 

            王海洲 温州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成  员：陈明亮 温州市教育局职成教处 

苏志光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单淮峰 温州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职教教研室主任 

林成海 温州市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 

蔡连森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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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赛场协调组 

组长： 林向明（13706773505） 

副组长：吴捷凯（13868786557） 

大类负责人：吕媚媚（13968800260） 

雕刻赛项负责人：陈北兴（13968738263） 

成员：李明建、金征宇、柯丽蕾、陈珽、高敏 

（二）赛务接待 

负责人：陈珽（13777776315） 

职责：身份验证、服务接待。 

（三）赛务工作组 

1.雕刻赛项 

负责人：陈北兴（13968738263） 

2.设备维护 

负责人：张晶晶（18367825903） 

成员：倪成忠、刘晓东 

职责：网络配置、服务软件安装调试、雕刻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等 

3.安全保卫 

负责人：王富成（13868752588） 

职责：防疫、车辆引领、安全保卫、赛场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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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宣传 

负责人：黄国升（13806603328） 

成员：张燕、李赛丹 

职责：赛场花絮拍摄，通讯稿发布 

5.后勤保障 

负责人：苏彬静（13968768808） 

成员：刘国清、卢乐鹏、徐钰能 

职责：参赛人员就餐、赛场清理工作 

6.医疗小组 

负责人：陈鹏飞（13706605565） 

成员：薛海珍、董敏 

职责：防疫、医护急救 

7.仲裁组 

组长：吕媚媚（13968800260） 

成员：吴捷凯、高敏、柯丽蕾 

职责：公平公正仲裁申诉内容 

（四）赛点巡视组 

    巡视员：蔡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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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县（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高度重视此次学

生职业技能大赛，认真组织，各项工作专人落实。 

2.各参赛学校和组织单位要做好严密的安全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参

赛选手安全与疫情防控教育，安全保管参赛工具；严格检查参赛选手身体

健康状况、温州防疫码（双绿码）和交通工具性能状况，杜绝一切安全隐

患。  

3.赛点学校应严格按操作规程开展各项比赛；提供必要的停车场地，

并维护安全秩序；开放学校医护室，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注意餐饮卫生，

选择有资质的餐馆提供饮食；做好各项安全紧急预案。 

4.各参赛选手要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服从学校和比赛场所的

安全管理与疫情防控要求；要有自我保护意识，温州防疫码为双绿码且当

日身体健康、体温正常的选手，可正常参赛；选手必须在规定的场地参加

比赛，非参赛选手不得随意进入比赛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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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判人员守则 

1.裁判人员要佩带裁判员证；要坚持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严格

按标准计分、评分。 

2.熟悉和掌握比赛的项目、内容、要求及评分标准，并负责做好比赛

场地、设备工具、工位、材料准备情况的检查工作。 

3.保守有关秘密，不得在赛前和赛中泄露试题，竞赛过程中，裁判人

员不能对参赛选手有提示、暗示、误导行为。 

4.独立完成工作任务，认真履行裁判职责，严格执行比赛程序和规则。 

5.参赛选手在竞赛中有异议，裁判人员应妥善解答，遇特殊情况及时

向裁判长汇报。 

6.严肃处理违纪选手，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重大事项由裁判长向大

赛组委会报告，批准后执行。 

7.遵守大赛纪律，服从大赛统一安排，严禁违规违纪行为，保证比赛

工作顺利进行 

（二）选手守则 

1.参赛选手要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要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参赛项目。 

2.参赛选手要按照大赛日程安排参加有关活动，并按时到达赛场，不

得迟到。 

3.参赛选手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体温检测，主动出示温州防疫码，

温州防疫码非双绿码或体温≥37.3℃的选手不得参赛。 

4.参赛选手应携带参赛证和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户口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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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信息与报名信息不符的，必须提供所在学校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并加

盖学校公章，方可参加比赛，否则比赛成绩无效。 

5.参赛选手在比赛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得与裁判员交谈。 

6.参赛选手在操作比赛期间只能携带规定的自备工具。超出规定的工

具一律不得带进赛场。 

7.参赛选手操作完毕后，应立即离开比赛场地，不得在赛场逗留。 

8.参赛选手要遵守比赛规则与赛场纪律，文明参赛，赛出水平、赛出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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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温州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技能大赛仲裁条例 

1.仲裁组是本届大赛的仲裁机构，在大赛组委会领导下开展仲裁工作。

仲裁组主要职责是维护正常的大赛秩序，妥善处理大赛期间发生的纠纷，

保障选手与裁判的合法权益。 

2.仲裁组由 3 人组成。选择坚持原则、工作责任心强、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在本行业内有一定威望的人士担任。 

3.对大赛中存在的争议，可与现场裁判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申请仲

裁。 

4.在当场比赛结束后 2 小时内，选手通过本代表队领队，可对大赛存

在的争议向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超过时效不予受理。 

5.仲裁组根据申诉材料及裁判组的书面报告，进行必要的调查，有关

单位和个人必须配合。 

6.在受理申诉过程中，仲裁组成员不得将其个人意见以及没有最终形

成的处理意见向外界透露。 

7.仲裁组对比赛期间受理的申诉，应及时做出裁决，不得影响比赛的

正常进行。 

8.仲裁组以超过半数以上的成员做出的决定为有效。仲裁组协调未果

的申诉，可由仲裁组所有成员签字，提交组委会仲裁，组委会裁决为最终

结果，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论。

所作各项决定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备案。 

9.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在仲裁处理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仲裁组可

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提交大赛组委会决定后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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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干扰仲裁活动、阻碍仲裁工作人员正常工作的； 

（2）提供虚假情况的； 

（3）拒绝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的； 

（4）对仲裁工作人员、证人等进行打击报复的。 

10.本条例最终解释权在大赛组委会。 

（二）大赛工作人员、赛点巡视员、赛项负责人须知 

1.工作人员须知 

（1）工作人员按规定统一佩戴“工作人员”证件，注意文明礼貌，保

持良好形象，熟悉大赛秩序册等相关资料。 

（2）工作人员要分工协作，坚守岗位，严格按照大赛日程安排和要求，

组织大赛各项工作。 

（3）工作人员要服从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的统一指挥，为大赛顺利进行

提供各方面的保障。 

（4）赛场工作人员要服从裁判组的工作指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

的工作原则。 

（5）赛场设备发生故障，工作人员应及时通报裁判组，并协助解决，

不得自作主张、擅自处理。 

（6）工作人员若遇紧急突发情况，应按照安全工作预案，组织、指挥

竞赛现场相关人员的疏散工作，确保人员安全。 

2.赛点巡视员、赛项负责人须知 

（1）赛点巡视员、赛项负责人须带好有效身份证件，佩戴大赛组委会

发放的相关证件，参加大赛相关活动。 

（2）赛点巡视员负责本赛点学校的巡视、监督与联络等工作。赛项负

责人负责本赛项的检查、监督工作，如有情况，须及时与赛点巡视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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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负责人联系。 

（3）赛点巡视员、赛项负责人要重点检查赛点学校及赛场的竞赛安全、

疫情防控、竞赛组织、竞赛保密等工作，遵守并执行大赛组委会的各项规

定和安排。 

（4）赛点巡视员、赛项负责人在巡视、监督过程中，如发现异常情况

或对竞赛成绩有异议，由赛点巡视员以书面形式向大赛组委会反映。 

（三）领队、指导教师须知 

1.参赛代表队领队 

（1）参赛学校在每个赛点学校设代表队领队 1人，由校级领导或中层

干部担任。领队须按时参加大赛相关组织机构召集的领队会议，不得无故

缺席。 

（2）领队负责组织本代表队参加各项赛事活动。 

（3）领队应积极做好本代表队的服务工作，协调代表队与大赛相关组

织机构、承办院校的对接工作。 

（4）领队负责申诉工作。代表队认为存在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

具、软件，有失公正的评判，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情况时，及时向

大赛仲裁组提交书面申诉材料。 

（5）领队应积极做好本代表队选手、指导教师及其它随行人员的安全

文明参赛教育与培训，引导和教育本代表队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正确对待

参赛工作，积极配合大赛相关组织机构的工作。明确要求指导教师和参赛

选手按制度规定的程序处理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争议问题，不得在网络、微

信群等各种媒体发表、传播有待核实信息和过激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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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教师 

（1）指导教师应该依据赛项技术文件合理制定训练方案，认真指导选

手训练，培养选手的综合职业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克服功利化思想，

避免为赛而学、以赛代学。 

（2）指导教师应该根据赛项技术文件要求做好参赛选手的安全文明参

赛等教育。 

（3）指导教师不得违反赛项规定进入赛场，干扰比赛正常进行。 

（4）指导教师应自觉遵守大赛各项制度，尊重专家、裁判、仲裁及赛

点学校工作人员，要引导和教育参赛选手对于认为有影响个人比赛成绩的

裁判行为或设备故障，按照赛项相关规定和大赛制度，与裁判、工作人员

进行充分沟通或赛后提出申诉，不得在网络、微信群等各种媒体发表、传

播有待核实信息和过激言论，对比赛过程中的争议问题，要按大赛制度规

定程序处理，不得采取过激行为。 

3.其它规定 

（1）在赛事期间，领队及代表队其他成员不得私自接触裁判，凡发现

有不当行为的，取消其参赛资格，成绩无效。 

（2）对于有碍比赛公正和比赛正常秩序的代表队，视其情节轻重，按

照大赛相关规定给予警告、取消比赛成绩、通报批评等处理。其中，对于

比赛过程及有关活动造成恶劣影响的，以适当方式通告所在学校或其所属

地区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或纪律处分。涉及刑事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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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手报到、抽签 

（二）竞赛赛项时间及场地 

（三）竞赛安全保障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负责人 

1月 

8日 

14:30 以前 布置雕刻赛场，完成仪器调试 唯新楼（401/402） 倪成忠、张晶晶 

16:30 检查比赛场地、检查试卷封条 唯新楼（401/402） 吕媚媚、吴捷凯、陈

时  间 内容 地点 负责人 注意事项 

1 月

8 日 

15:30-16:30 

乐清、平阳、

泰顺、瑞安、

参赛选手 

唯新楼（401/402） 陈北兴 

 

 

场地熟悉时

间为 10分

钟 

 

 

 

16:30 
专家检查场

地、封闭赛场 
唯新楼（401/402） 

吕媚媚、吴捷凯、陈北

兴 

 

日期 专业 时间 内容 场地 负责人 

1 月 

9 日 

 

 

雕刻 

 

 

7:30-7:50 选手报道 唯新楼 411 徐钰能、卢乐鹏 

7:50-8:00 参赛队检录抽签 唯新楼 411 陈佳乐、叶晓楠 

8:00-8:30 裁判培训(模拟评分) 唯新楼 403 高敏 

8:30-11:30 参赛队比赛 唯新楼（401/402） 

徐钰能、卢乐鹏、陈佳

乐、叶晓楠 

学生志愿者 8名 

13:00-16:00 参赛队比赛 唯新楼（401/402） 

徐钰能、卢乐鹏、陈佳

乐、叶晓楠 

学生志愿者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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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兴 

14:30-17:00 总协调  林向明、吴捷凯 

1月 

9日 

7:50-8:00 雕刻项目检录室巡查 唯新楼 411 吕媚媚 

8:30-16:00 雕刻项目赛场督导 唯新楼（401/402） 蔡军伟、金征宇 

8:30-16:00 雕刻专业物品准备室管理 唯新楼（403） 陈鹏飞 

16:00-16:30 雕刻专业比赛成绩登记与上报 唯新楼（401/402） 陈佳乐、叶晓楠 

8:30-16:00 中餐配送、后勤保障 食堂 苏彬静 

8:30-16:00 医务人员 医务室 苏彬静 

8:30-16:00 总协调  林向明、吴捷凯 

1月

10 日 
上午 成绩单与评委信息报送教研院  陈珽、陈北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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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雕刻 

姓名 学号 所在学校 赛项名称 指导老师 

方芳妮 19060058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 

雕刻 

陈北兴 13968738263 

陈子骁 19060057 陈北兴 13968738263 

翁若惜 19060073 陈北兴 13968738263 

王玲玲 19060072 陈北兴 13968738263 

金依玲 19060063 王献存 13588963256 

田亚慧 19060112 郑  昊 13968708787 

叶怡恺 19060118 倪成忠 13020911822 

柯铸格 19060094 郑  昊 13968708787 

盛寿培 19280566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丁红雨 13706636179 

黄振宇 2019289 

瑞安市永久机电学校 

王慧敏 18357771538 

黄诗婷 2019237 王慧敏 18357771538 

钟允贞 2119240 王慧敏 18357771538 

金佳茹 2019480 王慧敏 18357771538 

王照华 1919269 王丽晓 

朱振扬 2019415 王丽晓 

陈丽君 2019112 王丽晓 

蔡甄伟 2019330 王丽晓 

邱新灿 1945687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雷晓州 

詹应鑫 1945750 郑道松 

吴金燕 1945773 郑成龙 13758801029 

夏翊恒 1945748 郑道松 

雷游珍 1945709 郑成龙 13758801029 

包婉怡 1945700 林志良 

王静静 1945719 何维平 

陶安琪 1945688 李彩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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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指南 

1.学校地址：乐清市城东街道学子路 8号 

2.公交车线路：可乘坐 103、105 至“坝头”站或“白沙河头”站下，

往北步行 300米到学校（乐清中学北门）。 

3.温馨提醒：学校地点较远，建议参赛师生提早安排车程。 

（二）住宿安排 

    赛点附近 3公里以内推荐酒店：乐清国际大酒店、富尔特连锁酒店（乐

清海岸店）、乐清喜来登大酒店等。 

（三）赛点学校示意图 

    实训楼即“唯新楼”，请移步至 4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