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报到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

调试赛项将于2022年8月15—16日在福建省漳州高新职业技术学

校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⑴来自低风险区的参赛队：2022年8月12日20:00前。

⑵来自常态化防控区域的参赛队：2022年8月13日20:00前。

二、报到地点

漳州佰翔圆山酒店：漳州市芗城区大桥路1号

漳州皇冠假日酒店（融信店）：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88号

三、具体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8月12日
20：00之前 低风险区的参赛队报到 酒店

20：00-20：30 核酸检测 酒店

8月13日
20：00之前 常态化防控区的参赛队报到 酒店

20：00-20：30 核酸检测 酒店

8月14日 下午

15:30-16:30 开幕式 报告厅

16:30-17:00 领队会(赛前说明、抽签分组) 报告厅

17:00-18:00
选手熟悉赛场

(限定在观摩区，不进入比赛区)
赛场

8月15日 上午 7:00 选手集合发车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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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7:30-7:45 选手赛场检录（一次加密） 赛场

7:45-8:00 选手赛场检录（二次加密） 赛场

8:00-10:30 第一阶段比赛 赛场

10:30-13:30 第一阶段竞赛成绩评定 赛场

8月15日

B组

上午

7:00 选手集合发车 酒店

7:30-7:45 选手赛场检录（一次加密） 赛场

7:45-8:00 选手赛场检录（二次加密） 赛场

8:00-12:00 第二、三阶段第一场次比赛 赛场

12:00-13:00 赛场封闭，选手到指定区域就餐休息 赛场

下午
13:00-15:00 第二、三阶段第二场次比赛 赛场

15:00-19:00 第二、三阶段竞赛成绩评定 赛场

8月16日

B组
上午

7:00 选手集合发车 酒店

7:30-7:45 选手赛场检录（一次加密） 赛场

7:45-8:00 选手赛场检录（二次加密） 赛场

8:00-10:30 第一阶段比赛 赛场

10:30-13:30 第一阶段竞赛成绩评定 赛场

8月16日

A组

上午

7:00 选手集合发车 酒店

7:30-7:45 选手赛场检录（一次加密） 赛场

7:45-8:00 选手赛场检录（二次加密） 赛场

8:00-12:00 第二、三阶段第一场次比赛 赛场

12:00-13:00 赛场封闭，选手到指定区域就餐休息 赛场

下午

13:00-15:00 第二、三阶段第二场次比赛 赛场

13:30-14:00 赛场观摩 赛场

15:00-19:00 第二、三阶段竞赛成绩评定 赛场

8月17日
上午

9：30 选手集合发车 酒店

10:00-11:00 闭幕式 报告厅

下午 返程 酒店

注：以上时间安排只作参考，正式比赛时间以报到当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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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赛项指南》为准。

四、食宿交通

1.住宿：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住宿安排在漳州佰翔圆

山酒店和漳州皇冠假日酒店，费用自理。

⑴漳州佰翔圆山酒店

酒店联系人：戚翔 电话：18065655015

住宿标准：双标房350元/（间•天）(含双早)。

⑵漳州皇冠假日酒店

酒店联系人：赖萍萍 电话：15260590514

住宿标准：双标房350元/（间•天）(含双早)。

2.用餐：比赛期间学校食堂提供快餐服务，费用自理。参赛

选手和指导老师中如有民族特殊饮食要求，请在回执中注明。

3.交通：

⑴参赛队到达或离开漳州的交通，由承办校安排班车往返厦

门高崎机场、漳州站（动车站）两地点接送。具体班车时间安排

另行通知。

⑵参赛队往返赛场的交通，由承办校安排酒店至学校赛场班

车接送。具体班车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4.接站驻点联系人：

⑴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姓名：杨 捷 联系电话：13806926615

⑵厦门高崎国际机场T4航站楼:

姓名：邹宸昕 联系电话：1806565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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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漳州站（动车）:

姓名：刘逸舒 联系电话：13123331400

注：自行前往酒店报到的参赛队需在规定时间内报到。

五、比赛内容

详见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ZZ-2022006建

筑智能化安装与调试赛项规程。

六、组队报名

组队依据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ZZ-202200

6建筑智能化安装与调试赛项规程》要求进行组队，选手身份信息

必须与网上报名信息一致。

（一）报到前填写并提交

1.视频及图片素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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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结束后将制作时长10分钟的获

奖代表队（选手）的风采展示片段。请各参赛队参赛前为参赛队

员录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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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Kbps以上，帧率不低于25f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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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项名”,于2022年8月10日前发送至邮箱

7124242@qq.com，并用U盘携带电子版，报到时拷给承办方。

2.参赛队出行。填写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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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16:00前以电子邮件形

式提交至邮箱hbgcdsb@163.com，以便做好接待等相关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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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到时提交

1.身份证、学生证或学籍证明及复印件。参赛选手报到时须

携带身份证、学生证或学籍证明（加盖公章）原件，提交身份证

复印件（A4纸，正反面印在同一页）、学生证或学籍证明（加盖

公章）复印件（A4纸，加盖学校公章），以便核实参赛资格。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复印件。根据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安全管理规定，各参赛代表队须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到时请一并提供选手大赛期间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复印件。

3.出发前7天体温监测记录表(详见附件3)。

4.疫情防控个人承诺书(详见附件2)。

5.核酸检测报告(具体要求，详见第八条)。

七、赛事观摩

比赛期间安排了直播观摩室，领队、指导教师可在直播观摩

室通过直播录像全程观摩。具体地点查看赛项指南。

八、健康管理

所有参赛人员、领队及指导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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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观摩人员、

住地服务人员和司乘人员等大赛人员均纳入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一）参赛要求

1.省外入闽报备。从外省进入福建省的，需填写提交“个人

健康信息报备”（详见附件4）。

2.大赛人员要求。所有大赛人员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方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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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⑴大赛人员需携带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漳州市以

外人员到漳后按照组委会要求，必要时再次核酸检测，来自低风

险区人员须提前到漳并落实三天两检（间隔24小时以上）后方可

进校。

⑵报到时需提交7天内的疫情防控个人承诺书（附件2）和体

温监测记录表（附件3）。

⑶不存在以下第3点所列情况。

3.本人及共同居住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人员，不得参赛。

⑴报到前10天内有境外旅居史、7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区旅居

史的。

⑵被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或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或次密接者，至大赛报到前健康管理未期满的。

⑶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属于应当实施集中医学观察、居

家医学观察、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措施，至大赛报到前健康

管理未期满的。

⑷报到时福建健康码（省外人员入闽应提前注册申领福建健

康码，详见附件4）、行程码未显示绿码的。

⑸本人报到前7天内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排除疑似传染病的。

（二）赛前信息排查和健康管理

1.参赛人员自报到前3天起，要减少外出，不聚餐、少聚集，

注意个人防护。

2.报到前7天起每天早、晚各进行1次体温测量，如出现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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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37.3℃）、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鼻塞、

流涕、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人员，应及时就诊排查并如实

填写健康监测记录，未排除疑似传染病者不得参赛及参与相关工

作。

3.参赛人员报到前一天开始至大赛结束，每日提交健康码、

行程码。

（三）比赛期间的健康管理

1.自查自报。大赛期间，所有参赛人员每天早、晚各进行1次

体温检测，竞赛过程中进行自我健康监测，并按照要求上报体温

等健康监测信息。如出现发热（体温≥37.3℃）、干咳、乏力、

咽痛、嗅（味）觉减退、鼻塞、流涕、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

状人员，应及时报告，并尽快落实就诊排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

者应终止比赛及参与相关工作。

2.所有参赛人员住宿登记、集体乘车、进入赛场和会场前均

需测量体温，健康码和行程码均绿码、体温<37.3℃者方可进入。

3.比赛期间，实行封闭式管理，要求各参赛队配合主办学校

做好各项疫情防控管理工作，注意饮食卫生、手部清洁等。若自

觉身体不适者，及时联系学校工作人员，按照相关预案要求处置。

九、注意事项

1.比赛时建议选手着工装。可根据承办校提供的式样和淘宝

链接（附件5），由各参赛队自备。

2.比赛期间，承办校将实行一对一志愿者服务，请各领队确

保手机通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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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项目参赛回执
所属省 (市) ：

所在单位 (学校)

各省(市)领队 性别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指导教师 性别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参赛选手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随行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方式 备注

人数合计 共 人，其中男： 人，女： 人。

航班/车次

及航站楼

到达日期

及时间
月 日 时 分

航班/车次

及航站楼

返程日期

及时间
月 日 时 分

住宿要求

单间数

是否清真： 否□

是□ 人数：

是否接送站：

否□是□
标间数

注：请各参赛队于8月8日16:00前将参赛回执及服装信息发送至邮箱

hbgcds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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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个人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过去10天内的详细住址（请详细填写，住址请具体到街道（乡、镇）

或宾馆地址）：

本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遵守漳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各项

管理规定，按照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原则，承担疫情防控社会责任，

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人及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居住人)，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不是无症状感染者，也不是上述两类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入漳前7天没

有发热、干咳等症状到医院就诊过。

二、本人及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居住人)近7天没有前往中高低风险区。

三、本人及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居住人)没有接触过近7天来自疫情中

高低风险区及近10天入境等人员。

四、严格遵守漳州市疫情防控管理规定，配合证件查验、扫码测温、

核酸检测、往返信息登记等工作。

五、做好个人防护，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期间全程佩戴口罩，保留好所

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间、线路等信息。

六、即日起，至本次活动结束前，本人坚持工作（大赛）地点-住址两

点一线，不参加宴会等非工作性质的聚集性活动。

本人自觉接受各方监督，严格遵守上述责任承诺，如有虚报、迟报、

瞒报，一经查实，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自愿放弃参赛资格。

特此承诺。

承诺人（手写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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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参赛人员体温监测记录表

姓名 参赛校名称

日期

体温监测（℃） 有无（发热/乏力/咳

嗽/咽痛/打喷嚏/腹

泻/呕吐/黄疸/皮疹

/结膜充血等症状）

晨检 晚检

注：填写报到前7天内健康监测情况，报到时提交承办方，每人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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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政通信息报备

步骤1 下载闽政通， 进入闽政通， 步骤2 进入个人健康信息报备界面会出现以

点击“个人健康信息报备 ” 上情况，请点击确认

步骤3 准确填写信息后提交并截图，该截图图片、健康码、行程卡、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一并提

交于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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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参考图

比赛时建议选手着工装。可根据承办校提供的式样和淘宝链

接（附件5），由各参赛队自备。式样参考如下。

淘宝购买参考链接：

https://m.tb.cn/h.fCyzAFE?tk=Yirs2rZ5sS7 CZ3457

夏季工作服套装男士纯棉透气薄款夏天工厂车间劳保服耐磨

工装定制，颜色：浅灰色长袖薄款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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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比赛地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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