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中药传统技能”赛项比赛（报到）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药传统技能”赛项（高
职组）比赛将于 2022 年 7 月 27～30 日在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重庆市万州区）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22 年 7 月 26 日 8:30～18:00；7 月 27 日 8:30～12:00。
二、报到地点
维也纳国际酒店（重庆万州江南店），地址：万州区陈家坝
街道玉龙路 776 号，酒店联系电话：19123721521；
全季酒店（驿鑫广场），地址：万州区玉韵路 19 号（5-2）
幢，酒店联系电话：023-87668666；
中脉﹒巴马酒店，地址：三峡盛宴（驿鑫广场），酒店联系
电话：023-58800122，18723545045（王经理）；
报到联系方式：见赛前赛项执委会发的短消息；
报到时间内，承办校将负责接送站事宜，请按（附件 1）要
求按时填写并发送参赛回执。
三、比赛地点和时间安排
1.比赛地点: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市万州区百
安坝天星路 366 号）
2.报到与比赛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参赛代表队报到、查看并收取防疫

8:30～18:00
7.26

相关资料，领取比赛资料、选手领
取比赛服

18:00～20:00

晚餐

07:00～08:30

早餐
参赛代表队报到、查看并收取防疫

08:30～12:00

相关资料，领取比赛资料、选手领
取比赛服

地点
维也纳国际酒店
全季酒店
中脉﹒巴马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
全季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
全季酒店

11:30～13:00

午餐

14:30

集合乘车前往比赛场地

15:00～16:30

领队会

学校国际会议厅

15:00～17:00

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

各比赛场地

17:00

集合乘车返回酒店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18:00～20:00

晚餐

中脉﹒巴马酒店

6:30～7:10

早餐

07:20

参赛队集合前往学校

8:15～9:00

大赛开幕式（8 点整代表队集合）

9:00～9:3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7.27

中脉﹒巴马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车
全季酒店上车

维也纳国际酒店
全季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车
全季酒店上车
学校学术中心演播大厅

各比赛场地
9:30～11:30

7.28

10:30～11:15
11:00～12:30

比赛
部分参赛队：滚动发车返回用餐酒
店，坐满就走
午餐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中脉﹒巴马酒店

中药药剂、中药制剂分析参赛队：
11:30～12:30

在一训楼检录处集合至教工食堂
免费就餐(含参赛队指导教师、领

学校教工食堂二楼

队，约 48 人）
12:30

参赛队集合前往比赛现场

13:00～13:3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13:30～15:30

下午第一场比赛

中脉﹒巴马酒店上车

各比赛场地

15:45～16:0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16:00～18:00

下午第二场比赛

各比赛场地

17:00～19:00

集合乘车返回酒店（17:00 开始，
滚动发车，坐满就走）

18:30～20:00

晚餐

6:30～7:20

早餐

07:30

参赛队集合前往学校

8:00～8:3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中脉﹒巴马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
全季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车
全季酒店上车
各比赛场地

8:30～10:30

比赛

10:30～11:15

滚动发车返回用餐酒店，坐满就走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11:00～12:30

午餐

中脉﹒巴马酒店

12:30

参赛队集合前往比赛现场

中脉﹒巴马酒店上车

13:00～13:3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13:30～15:30

下午第一场比赛

15:45～16:0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16:00～18:00

下午第二场比赛

7.29

各比赛场地

各比赛场地

17:00～19:00

集合乘车返回酒店（17:00 开始，
滚动发车，坐满就走）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18:30～20:00

晚餐

中脉﹒巴马酒店

06:30～7:20

参赛队早餐

07:30

参赛队集合前往学校

08:00～8:3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08:30～10:30

比赛

10:45～11:00

选手检录、加密及入场

11:00～11:10

比赛

11:30

集合乘车返回用餐酒店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11:30～13:00

午餐

中脉﹒巴马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
全季酒店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车
全季酒店上车
各比赛场地

7.30

计算机中心

参赛队集合前往学校学术中心演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车

播大厅

全季酒店上车

15:30～17:00

闭幕式

全体人员

17:30

集合乘车返回酒店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17:45～20:00

部分参赛队返程

学校指定地点上车

8:00～20:00

部分参赛队返程

15:00

7.31

维也纳国际酒店上车
全季酒店上车

注：具体时间安排以参赛时《竞赛指南》为准。

四、食宿及交通安排
（一）食宿安排
1.赛项会务组将根据回执（附件 1）信息统一安排所有代表
队领队、指导教师、参赛学生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全季酒店和
中脉﹒巴马酒店（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并于报到处领取参赛
证件、竞赛指南和选手参赛服装等。
2.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中如有民族特殊饮食要求,请在参赛
回执中说明，会务接待组将根据回执要求做好安排。
（二）交通安排
1.2022 年 7 月 26 日 8:30～18:00 和 7 月 27 日 8:30～12:00
期间抵达万州五桥机场、万州高铁北站和万州火车站，承办校设
专车接站。
7 月 30 日 17:45～20:00 和 7 月 31 日 8:00～20:00 去往万
州五桥机场、万州高铁北站和万州火车站，承办校设专车送站。
各参赛队请及时与赛项执委会指定的联系人联系，未在接送
站时间内抵达的人员可根据附件 2 交通路线说明自行抵达。各参
赛队在比赛期间，须按照赛项时间要求统一行动，未按统一时间
行动者不另行安排车辆。

2.比赛期间，宾馆至赛场的往返交通，由承办校统一安排，
统一行动。其余时间，自行安排，确保安全。
五、比赛内容
本赛项竞赛内容包括中药性状鉴别（中药识别、真伪鉴别）、
中药显微鉴别、中药调剂（含审方理论考试）、中药炮制、中药
药剂、中药制剂分析六个项目。具体见“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
大赛”官网上的赛项规程。
六、组队与报名
本赛项为个人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可选派 2 支代表队参赛，每省参赛队应
有领队 1 名、指导教师 2 名、参赛选手 2 名。领队全权负责省参
赛队参赛事务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及赛期学生管理工作。请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严格审查参赛选手的资格，并为代表队购买比赛期间
意外伤害保险。选手报名请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网的通知要
求进行。另因疫情防控需求，每支代表队请严格控制人数，组队
人数不要超过 3 人。
七、赛事观摩
本届大赛选手的技能操作共 3 天，比赛安排直播观摩室，所
有代表队领队、指导教师等可进入实时直播室全程观摩竞赛实况
直播。
八、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为加强疫情防控，根据重庆市、重庆市教委、万州区关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有关精神，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药传统技能”赛项所有参赛人员、专家、裁判员、监督员、仲裁

员、技术支持人员及与会领导、工作人员、列席人员、志愿者、
观摩人员、驻地服务人员和司乘人员等均纳入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1.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重庆赛区）各赛项组织
单位会提前宣传、发布活动防疫要求，各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请
按要求进行安全防护及健康查验，并做好大赛前 7 天自主健康监
测和信息登记，按时填写《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
职组）“中药传统技能”赛项每日健康监测及行程报告表》在线
表格（赛项执委会将提前 7 天在“2022 年中药传统技能赛项联
络 QQ 群”内发布此在线表格），申领渝康码及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
2.对于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
不建议参加活动。其余来万参赛人员遵照以下健康管理措施：
①赛前 7 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参赛人员，实行“7 天集
中隔离”（以离开高风险区之日计），第 1、2、3、5、7 天各做
1 次核酸检测；
②7 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的参赛人员，实行“7 天居家隔
离”（以离开中风险区之日计），没有居家隔离条件的实行集中
隔离，第 1、4、7 天各做 1 次核酸检测；
③赛前 7 天有低风险区（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区、旗>
其他地区）旅居史的参赛人员、抵万后 3 天内进行 2 次核酸检测
（2 次采样间隔至少 24 小时，2 次检测结果出来前减少外出）；

④高风险岗位参赛人员能提供脱离工作岗位 7 天以上证明，
抵万后主动在 24 小时内做 1 次核酸检测；无相关证明的，实行“7
天集中隔离或 7 天居家隔离”，第 1、4、7 天各做 1 次核酸检测。
⑤陆地边境口岸城市来万参赛人员，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抵万后主动在 24 小时内做 1 次核酸检测；无相关
证明的，在 3 天内进行 2 次核酸检测（2 次采样间隔至少 24 小
时，2 次检测结果出来前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
不聚餐不聚集）；
⑥其他地区的来万参赛人员，抵万后在 24 小时内做 1 次核
酸检测；
⑦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但离开上述地区超过 7 天的参赛人
员，若能提供解除７天集中/居家隔离证明的，纳入常态化管理；
若不能提供上述证明的，开展 2 次核酸检测（2 次采样间隔至少
24 小时，2 次检测结果出来前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做好个人防
护，不聚餐不聚集）；
⑧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未超过 7 天的参
赛人员补足健康管理时间（以离开中、高风险区之日计），至少
开展 2 次核酸检测（2 次采样间隔至少 24 小时，2 次检测结果出
来前减少外出，确需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不聚餐不聚集）。
⑨健康管理要求可能会根据报到日国家疫情管理政策实施
动态调整，请各参赛师生理解并支持。
九、其他注意事项
1.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到时须携带有效证件（身份证、学
生证等），以便住宿安排及核实参赛资格。

附件 1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中药传统技能”赛项参赛回执
省 （区、市）：
院校（全称）：

省份

院 校（全称）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

类别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

联系电话

到达地点
（机场/
高铁北站
/火车站）

到达时间

到达车次
/航班号

返程出
发地点

返程时间

返程出发
车次/航
班号

餐饮特殊
要求

需要房间数
量

领队
单间：

间

标间：

间

指导老师 1
参赛选手 1
1.预订房型仅作为统筹参考，如若无法完全按照您的意愿安排，敬请谅解。
2.比赛期间，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的住宿、餐饮由会务接待组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备注
3.因大赛酒店接待能力有限，会务组将根据参赛队需求和酒店情况合理安排房间。
4.请领队、指导教师联系电话保持畅通。

附件 2

会议报到酒店乘车路线

1.高铁万州北站～维也纳国际酒店、全季酒店、中脉﹒巴马酒

店
全程约 16 公里，打车约 35 分钟，费用约 50 元。
公共交通路线：乘 32 路公交车（万州中学方向），到会展广场
站下车，步行约 220～470 米即到，全程约需 75 分钟，费用 3 元/人。
2.万州火车站～维也纳国际酒店、全季酒店、中脉﹒巴马酒店
全程约 10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费用约 24 元。
公共交通路线：乘 55 路公交车（江南新区方向），到驿鑫广场
站下车，步行约 150～290 米即到，全程约需 55 分钟，费用 2 元/人。
或乘 38 路公交车（区行政中心方向），到新兴佳苑站/大石卫生院站
下车，步行约 450～550 米即到，全程约需 53 分钟，费用 2 元/人。
3.万州五桥机场～维也纳国际酒店、全季酒店、中脉﹒巴马酒

店
全程约 10 公里，打车约 20 分钟，费用约 35 元。
公共交通路线：乘 57 路公交车（汽车南站方向），到汽车南站
下车，步行约 290 米到汽车南站站，换乘 27 路公交车（江南新区方
向），到驿鑫广场站下车，步行约 150～290 米即到，全程约需 60 分
钟，费用 4 元/人。

4.交通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