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比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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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中

职组）将于 2022 年 8 月 4-8 日在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22 年 8月 4日 08:00-21:00

二、报到地点

1.临空智选假日酒店，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机场路 3966 号，

前台电话：0531-88705577，宾馆联系人：赵庆华 13953135598；

学校驻宾馆联系人：韩会国 15069115020。

2.百花汀国际酒店，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唐冶敬德街 521 号，

前台电话：0531-59818888，宾馆联系人:楚明霞 18266419909；

学校驻宾馆联系人：杨东 15866766797。

3.维也纳酒店，地址：济南市历城区遥墙街道机场路 3196

号，前台电话：0531-88873888，宾馆联系人：邢女士15166299917；

学校驻宾馆联系人：刘晓光 15053172909。

4.希岸酒店济南孙村碧桂园店，地址：济南历城区科创路和

春升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前台电话：0531-55803888，宾馆联



系人：校启强 18615608900；学校驻宾馆联系人：刘杰

13370586921。

请按附件 1 要求按时发送回执。报到时必须携带 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学校盖章、本人签字承诺书（附件 2）

三、比赛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8月 4日

08:00～21:00 参赛队报到 各接站点

08:00～12:00 裁判员报到 各接站点

14:00～21:00 裁判员培训
图书楼二楼会

议室

8月 5日

08:00～18:00 选手熟悉比赛场地和封存工具 赛场

08:00～18:00 裁判员培训
图书楼二楼会

议室

09:00～10:00 召开领队会、抽场次签 320 报告厅

8月 6日

07:20～08:00 第一场竞赛选手检录、入场
机电数控实训

中心一楼

08:00～14:00 第一场竞赛 赛场

14:00～16:00 第一场功能测试 餐厅一楼

14:20～15:00 第二场竞赛选手检录、入场
机电数控实训

中心一楼

15:00～21:00 第二场竞赛 赛场

21:00～23:00 第二场功能测试 餐厅一楼

8月 7日

07:20～08:00 第三场竞赛选手检录、入场
机电数控实训

中心一楼

08:00～14:00 第三场竞赛 赛场

14:00～16:00 第三场功能测试 餐厅一楼

14:20～15:00 第四场竞赛选手检录、入场
机电数控实训

中心一楼

15:00～21:00 第四场竞赛 赛场

21:00～23:00 第四场功能测试 餐厅一楼



8 月 8 日
00:00～12:00 评判、成绩汇总

机电数控实训

中心二楼

15:00～17:00 赛项点评和闭赛式 320 报告厅

8月 9日 07:00 开始 各代表队返程

以上时间安排只作参考，正式比赛时间以报到当日发放的

《赛项指南》为准。

四、食宿及交通安排

(一)食宿安排

比赛期间，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的食宿由承办校统一

安排，费用由各参赛队自理。根据山东省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参

赛相关人员实行闭环管理，须入住指定酒店，不得自行安排住宿。

8 月 6、7 日比赛期间在赛场为参赛选手提供午、晚餐。参赛选

手和指导老师中如有民族特殊饮食要求，请务必在回执中注明。

（二）交通安排

按照大赛疫情防控要求，参赛队伍从火车站、机场到学校必

须乘坐接送站车辆，不得自行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承办学校将于

8 月 4 日全天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济南西站、济南站、济南东

站四处设立交通联络员，为各代表队提供接站服务。请参赛队详

细填写报到回执，承办校将根据回执信息安排接送站。

竞赛期间，宾馆至赛场的往返交通，由承办校统一安排，统

一行动。不遵循安排的，承办校不安排其他交通工具，也不提供

其他交通服务。若因此造成不能按时、按规定进入赛场比赛的，

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接送站安排表如下：

站 名 联络员 电 话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葛建智 13869188221

济南西站 田闯闯 15254172263

济南站 姚钦海 15864012342

济南东站 吴红勇 15866766787

五、比赛内容

详见《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数控综合应

用技术”赛项规程》。

六、组队与报名

组队依据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规程《ZZ-2022012 数

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规程》要求进行组队，报名方式与程序请按

大赛执委会统一安排，进行网上报名。

七、赛事观摩

赛场外设视频观摩室（地点在 320 报告厅、图书楼一楼智慧

教室），比赛期间仅限本场次比赛参赛队领队和指导教师到视频

观摩室观摩，参加观摩的人员需佩带指导教师或领队证、身份证，

佩带口罩，经工作人员核实后方可进入视频观摩室，观摩时需遵

循大赛和学校相关规定。按疫情防控需要，为保证观摩活动有序

进行，适当控制同时观摩人数，每个代表队人员可轮流交替观摩。

八、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严格落实省指挥部“关于印发《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http://www.chinaskills-jsw.org/_img/2021/04/01/20210401205200139.pdf
http://www.chinaskills-jsw.org/_img/2021/04/01/20210401205200139.pdf


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第九版)》(鲁指发〔2022〕11 号)的通

知”、《关于加强入济返济人员管理服务的通告》（济指办

发〔2022〕230 号）等防控要求，按照《山东省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会议活动防控指南（第四版）》要求，加

强参赛人员健康管理，依规开展核酸检测，严格执行赛场疫

情防控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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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服务人员和司乘人员等均纳入大赛人员

健康管理。

所有省外入济返济人员提前 3 天向所在社区（单位、酒

店、村）报备，抵达后第 1 天和第 3 天各进行 1 次核酸检测。

入济返济人员要严格遵守我市疫情防控政策，自觉接受相关

查验和检测。要严格落实“戴口罩、勤洗手、常测温、少聚

集”等个人防护措施，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一旦出现

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立即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所有人员均需携带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并且

在赛场驻地再次进行 1 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方可参赛。

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参加: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7

天内有发生本土疫情地区或10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居住社

区 10 天内发生疫情的；近 7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

的,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

九、其他注意事项



1.各代表队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备查，并提交

所有人员身份证、学生证（参赛选手）复印件（A4 纸，正反面

印在同一页，加盖学校公章）、意外伤害保险凭证、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承诺书（见附件 2），办理报到手续。

2.选手身份信息必须与网上报名信息一致。

3.报到入住时各参赛队领取领队证、指导教师证、选手参赛

证，同时领取参赛服装和赛项资料（为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提供

统一服装）。

4.比赛检录时选手须持“身份证、学生证、参赛证”，证件

不全的参赛选手将不允许参赛。

5.根据“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宣传与信息管理办

法”的规定，竞赛结束后制作时长 10 分钟的获奖代表队（选手）

的风采展示片段。请各参赛队于参赛前为每组参赛队录制 5 分钟

左右的带训练场景的视频（视频采用 H.264 编码方式，码流 256

Kbps 以上，帧率不低于 25 fps，分辨率不低于 1024×576

（16:9）；声音和画面要求同步，保证优良的声音质量）或 5-10

张训练或指导类照片（照片格式 JPEG，单张大小不低于 1MB）。

文件名为“学校名”，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 16:00 前发送至邮箱

gslczz2022@163.com。

6.参赛队请填妥附件 1，明确到站点、离开站点的时间、航

班（车次）、联系人等相关信息，于 7 月 27 日 16：00 前以电子

mailto:于2021年5月15日16：00前发送至邮箱jnxxjnds@163.com
mailto:于2021年5月15日16：00前发送至邮箱jnxxjnds@163.com




附件 1：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参赛回执
所属省（市）：

各省(市)领队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身高
（cm)

体重
（kg)

所在单位
（学校）及职务

参赛师生服装尺码等信息

指导教师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身高（cm） 体重（kg)
所在单位
（学校）

参赛选手
姓名

性别 身高（cm） 体重（kg)

随行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方式

人数合计 人，其中男： 人， 女： 人。

航班/车次 到达日期
及时间

月 日 时 分
到达站点

航班/车次 返程日期
及时间

月 日 时 分
返程站点

住宿要求
单间数 是否清真： 否□

是□ 人数：标间数

注：1.比赛期间，承办方会根据报名情况统一协调安排领队、指导教师、

参赛选手的食宿，费用自理；房源有限，入住时可能出现拼房情况，请积极配

合；



2.请各参赛院校于 7 月 27 日 16:00 前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交至指定邮箱

gslczz2022@163.com。

附件 2：

2022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参赛人员疫情防控健康承诺书

参赛单位：

本人如实承诺以下内容：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住址： 联系电话(手机号)：

（1）14 天内无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阳性感染者的情况；

（2）14 天内家庭成员无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阳性感染

者的情况；

（3）14 天内不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阳性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4）14 天内本人或家庭成员未有疫情重点地区（包括境外、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等）旅行史和接触史；

（5）14 天内未有发热、乏力、持续干咳、腹泻等症状未痊愈的情况。

以上内容属实，如有隐瞒和虚报，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同时，

本人自愿配合实施疫情防控有关事项，若不符合相关要求，自愿放弃参赛资

格。

承诺人（手写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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