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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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组“网络系统管理”赛项

将于 8月 21—25日在东营职业学院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8 月 20 日 8:00-18:00，报到时需提交的材料清单见附件 2。 

二、报到地点 

报到酒店：蓝海大饭店（东营东城店） 

酒店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103 号（滨州路与府前大

街交汇处） 

报到联系人：崔曰信 18554676525 

酒店联系人：韩  娇 18654652933 

接站联系人：王向超 13854696036 

三、比赛时间安排 

8 月 21 日下午开幕式、领队会、熟悉比赛场地，22—24 日正

式比赛，25 日上午公布成绩、闭幕式。下表仅作参考，具体日程

安排以《赛项指南》为准。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点 

8月 20日 
8:00—18:00 参赛队报到 蓝海大饭店 

19:00—21:00 第一次核酸检测 蓝海大饭店 

8月 21日 

14:30-15:30 开赛式 
东营职业学院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5:30—16:00 领队会 
东营职业学院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6:00—16:30 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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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2 

—24日 

6:30—7:30 参赛队早餐 蓝海大饭店 

7:30—8:00 参赛队集合前往比赛现场 蓝海大饭店 

8:00—8:10 赛场检录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8:10—8:20 一次加密：参赛队抽取参赛编号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8:20—8:30 二次加密：参赛队抽取工位号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8:30—8:40 
参赛队进入比赛工位， 

进行赛前设备、材料检查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8:40-12:40 比赛时间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9:30-11:30 大赛同期观摩交流活动 
东营职业学院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12:40—13:00 收取赛题及比赛结果文档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12:40—14:40 申诉受理 监督仲裁室 

13:00—13:40 参赛队用餐  

13:40—14:10 参赛队返回酒店 蓝海大饭店 

13:00—13:30 三次加密：竞赛结果等文件加密 加密裁判室 

13:30—21:00 成绩评定与复核 
东营职业学院 
风雨操场 

21:00—22:00 加密信息解密 评分裁判室 

22:00—23:00 模块成绩汇总，裁判签字确认 评分裁判室 

8月 24 日 

22:00—23:30 

三个模块成绩汇总登录， 

监督仲裁组复核，公布成绩 

蓝海大饭店 
或 QQ群公布 

8月 25日 

8:00—9:00 
闭幕式 

（赛项点评、宣布成绩并颁奖） 

东营职业学院 
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9:00—10:00 参赛队返回酒店 蓝海大饭店 

四、食宿及交通安排 

（一）食宿安排 

比赛期间，各参赛队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的食宿由赛项

执委会统一安排，食宿费用由各参赛队自理。各参赛队领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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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参赛选手如有特殊饮食要求，请在回执中注明，并在报到时

告知签到处工作人员。 

住宿酒店: 蓝海大饭店（东营东城店），由山东蓝海股份有限

公司蓝海大酒店开具发票 

酒店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103 号（滨州路与府前大

街交汇处） 

联系方式：崔老师 18554676525（承办校） 

韩经理 18654652933（酒店） 

（二）交通安排 

8 月 20 日报到当天，承办校在东营站、东营南站、青州站、

青州北站、淄博站、淄博北站、临淄北站、东营胜利机场、济南遥

墙国际机场、青岛胶东机场设立接站点，其它时间不安排接站，具

体安排如下： 

（1）一天多班接站：东营站、东营南站、青州站、青州北站、

淄博站、淄博北站、临淄北站、东营胜利机场 

（2）一天一班接站：济南遥墙机场、青岛胶东机场 

比赛期间往返酒店与比赛场地由承办校统一安排车辆接送，

相关参赛人员不得自行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五、比赛内容 

详见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网络系统管理”

赛项规程。 

六、组队与报名 

组队依据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网络系统管

理”赛项规程，报名方式与程序请按大赛执委会统一安排，进行网

上报名。详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官网（www.china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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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w.org）相关通知要求。 

七、赛事观摩 

本赛项设置观摩区，实时直播竞赛现场实况。观摩区向纳入大

赛健康管理人员开放，正式比赛开始后在指定区域观赛。详细安排

见《赛项指南》。 

八、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1.为加强疫情防控，所有参赛人员、专家、裁判员、监督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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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所有人员报到前须提前注册“山东电子健康通行卡”，在机

场、车站、住宿登记、集体乘车、进入赛场和会场前均要核验健康

码，健康码显示黄码、红码人员不得入内，并立即向疫情防控小组

报告，启动疫情防控应急管理预案。 

3.所有大赛人员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报到

当天进行 1 次核酸检测；2 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方可参加比赛或其

他相关活动，比赛日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4.所有大赛人员报到前 7 天组织开展健康排查（流行病学史

筛查），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检测，早、晚各进行一次

体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腹泻、呕

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味嗅觉减退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疫

情防控工作组报告，并尽快就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

适者不得参赛。 

5.对经健康筛查和核酸检测合格的人员进行全封闭管理，在

住地、赛场、交通各环节全部实行闭环管理，不得与赛外人员接触

交流。未经筛查和检测的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域。闭环内的人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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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离开闭环区域，需经赛项执委会比准，是否返场，经赛项执委会

和大赛疫情防控工作组评估后确定。 

6.经排查，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参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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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内有国内

发生本土疫情的县（市、区）和有扩散风险的毗邻地区旅居史和接

触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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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在赛场、会场、餐厅、住地等场所入口设置自动测温设备，

所有大赛人员在进入前均需测量体温，体温≥37.3℃的人员不得

进入。做好个人防护，途中和密闭公共场所应科学合理佩戴口罩并

随身携带备用口罩。 

8.比赛期间，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检测，早、晚各

进行 1 次体温测量，填写大赛人员健康监测登记表（大赛期间）

（附件 6），每天 17:00 交大赛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一旦发现发热、

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腹泻、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

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大赛疫情防控小组报告，立即进行就诊排

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 

9.大赛人员一旦出现咳嗽、呼吸困难等不适症状，检测发现体

温≥37.3℃，由所在场所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立即将异常人员带离

会场或集体活动区域,为其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已佩戴

的确认佩戴规范)，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10.大赛报到时需提供纸质材料：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疫情防控承诺书（附件 4）、大赛人

员健康监测登记表（报到前 7 天）（附件 5）、大赛人员健康筛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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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采集表（附件 7）。 

11.核酸检测时间及地点 

日  期 时  间 核酸检测地点 参检人员 备  注 

8月 20日 19:00-20:00 蓝海大酒店 参赛队伍人员  

8月 21日 16:00-17:00 东营职业学院 全体大赛人员  

8月 22日 13:10-14:10 东营职业学院 全体大赛人员  

8月 23日 13:10-14:10 东营职业学院 全体大赛人员  

8月 24日 13:10-14:10 东营职业学院 全体大赛人员  

8 月 19 日，专家及裁判报到后，安排专车到就近核酸检测点

进行核酸检测。 

九、其他注意事项 

1.参赛选手报到时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参赛选手意外伤害

保险保单凭证原件，以便核验参赛资格，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学生

证复印件以及意外伤害保险保单复印件各一份，领取参赛证件、赛

项指南和参赛服装等资料。 

2.所有入（返）东营的人员，请在入境当日扫描“即时通自主

报备”二维码，完成入返东营申报登录，按提示完善个人信息，选

择“旅居信息申报”，目的地位置选“东营市内”，当前住址区划选

择“开发区-东营职业学院”，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健康码”

“行程码”“核酸检测证明”截图。 

 

3.参赛选手检录时需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参赛证原件，证件

不全的参赛选手将不允许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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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赛项参赛回执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网络系统管理”赛项 

   XX   省(直辖市)XXX 学院 代表队参赛回执 

代表队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赛人员 姓名 性别 民族 
航班 

车次 

到站 

日期时间 

到达车站或

机场名称 

返程 

日期时间 

返程车站 

或机场 
手机号码 

标间

数量 

单间

数量 

入住

日期 

离店

日期 

是否

清真 

领队          

  

   

参赛选手             

指导教师             

随队人员             

注：1．请各代表队填写好附件后，于 8 月 10 日前将参赛回执发至邮箱 dyzyxywlxtgl@163.com。 

2．手机号码、邮箱务必准确，确保比赛期间各类信息接收及时。到达日期和时间请尽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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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报到清单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网络系统管理”赛项 

报到清单 

序号 出示证件 提交材料 

1 身份证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A4 纸，正反面印在同一页) 

2 学生证 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A4 纸，加盖学校公章) 

3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复印件） 

4 健康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5 行程码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疫情防控承诺书原件（加盖学校公章） 

6  大赛人员健康监测登记表（报到前 7天）原件（加盖学校公章） 

7  大赛人员健康筛查信息采集表原件（电子版 8 月 10 日发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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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交通路线 

（一）蓝海大饭店位置图 

 

（二）东营职业学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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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边站点说明 

报到日当天，在东营站、东营南站、青州站、青州北站、

淄博站、淄博北站、临淄北站、东营胜利机场、济南遥墙国际

机场、青岛胶东机场均设接站点，届时请主动联系接站人员。

如自行前往，以下路线信息供参考。 

（1）东营站、东营南站 

东营站：出租车至酒店（里程约 18 公里，费用约 40 元）

或乘 121 路公交车黄河口古玩城下车，向东步行约 800米到达

酒店。 

东营南站：出租车至酒店（里程约 18 公里，费用约 40

元）或乘 12 路公交车到六户镇政府站转 20 路公交车，银座家

居站下车，向东步行 500 米到达酒店。 

（2）青州站、青州北站 

至青州北站乘 G06东营-青州高铁往返快线（关注东营智慧

公交微信公众号可订票）到东营市公交公司下车，转乘出租车

（里程约 3.5 公里，费用约 10 元）或 119 路公交车（市联通公

司下车向东步行 150 米）到达酒店。 

（3）淄博站、淄博北站 

线路 1：至淄博站转乘 K8295 或 Z9257 次列车到东营站下

车，转乘出租车（里程约 18 公里，费用约 40 元）或 121 路公

交车（车黄河口古玩城下车，向东步行约 800 米）到达酒店。 

线路 2：至淄博客运中心乘坐大巴车到东营汽车东站下

车，转乘出租车（里程约 1 公里，费用约 8 元）到达酒店。 

（4）临淄北站 

线路 1：出租车至酒店（里程约 90 公里，费用约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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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 2：至临淄汽车站，乘大巴车到东营汽车东站，转乘

出租车（里程约 1 公里，费用约 8 元）到达酒店。 

（5）东营胜利机场 

线路 1：出租车至酒店（里程约 20 公里，费用约 45 元）； 

线路 2：东营胜利机场乘 173 路黄河入海口旅游景区专线

至终点站市公交公司下车，转乘出租车（里程约 3.5 公里，费

用约 10 元）或 101 路公交车（市联通公司下车步行 150 米）到

达酒店。 

（6）济南遥墙机场 

候机楼一层 P14 停车场乘机场大巴东营专线到东营西城西

四路格林豪泰酒店站下车，转乘出租车（里程约 17 公里，费用

约 35 元）到达酒店。 

（7）青岛胶东机场 

至胶州汽车站乘长途大巴车到东营汽车总站下车，转乘出

租车（里程约 10 公里，费用约 20 元）或 101 路公交车（市联

通公司下车步行 150 米）到达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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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疫情防控承诺书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疫情防控承诺书 
 

参赛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如实承诺以下内容 

姓  名： 身份证号: 

现住址：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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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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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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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附件 5：健康监测登记表（报到前 7 天） 

大赛人员健康监测登记表（报到前 7 天） 

身份（参赛人员/工作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情

形 

 

姓名 

健康排查及出行情况摸排（流行病学史筛查） 

是否有发热等可

疑症状？ 

本人或家庭成员

是否为密切接触

者？ 

10天内居住

社区（村居）

是否发生过疫

情？ 

10天内本人或家庭成员是否

到过国内外中、高风险等疫

情重点地区旅居地（没有到

过请不填，到过请填写具体

市、县） 

           市      区（县）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           有           无 备注： 

健康监测 

天
数 

监测日期 

健康码
（1）红码 
（2）黄码 
（3）绿码 

早体温 晚体温 

是否有以下症状 
（1）发热（2）乏力 
（3）咳嗽或打喷嚏 
（4）咽痛（5）腹泻 
（6）呕吐（7）黄疸 
（8）皮疹（9）结膜充血 
（10）都没有 

如出现以
上症状是
否排除疑
似传染病 
（1）是 
（2）否 

1       

2       

3       

4       

5       

6       

7       

本人(监护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虚报、瞒报，愿承担责任及后果。 

本人(监护人)签字：                202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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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健康监测登记表（大赛期间） 

大赛人员健康监测登记表（大赛期间） 

身份（参赛人员/工作人员）：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监测日期 早体温 晚体温 

是否有以下症状 
（1）发热（2）乏力 
（3）咳嗽或打喷嚏 

（4）咽痛（5）腹泻 
（6）呕吐（7）黄疸 
（8）皮疹（9）结膜充血 
（10）都没有 

如出现以上症
状是否排除疑

似传染病 
（1）是 
（2）否 

备注 

     
 

     
 

     
 

     
 

     
 

     
 

     
 

     
 

     
 

     
 

 

本人(监护人)承诺：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虚报、瞒报，愿承担责任及后果。 

本人(监护人)签字：                202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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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健康筛查信息采集表 

大赛人员健康筛查信息采集表 

 

情形 

 

 

 

 

姓名 

1 2 3 4 5 6 7 8 

健康码 

①红码 

②黄码 

③绿码 

10 天内旅居

地（国家及县

（市、区）） 

居住社区

10 天内发

生疫情 

①是 

②否 

属于下面哪种情形 

①确诊病例 

②无症状感染者 

③密切接触者、次 

密切接触者 

④以上都不是 

是否解除医学隔离观

察 

①是 

②否 

③不属于医学隔离观

察对象 

7 天内有以下症状 

①发热②乏力、味觉

和嗅觉减退③咳嗽或

打喷嚏④咽痛⑤腹泻

⑥呕吐⑦黄疸⑧皮疹

⑨结膜充血⑩都没有 

如出现以上所

列症状，是否

排除疑似传染

病 

①已排除 

②未排除 

核酸检测结

果 

①阳性 

②阴性 

③未做核酸

检测 

         

         

         

备注：如表中第 6项选择⑩，则第 7项不用填写。 

单位联系人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