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智能财税赛项（高职组）比赛报到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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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财税赛项（高职组）将于 2022 年 8 月 21 日-23 日在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报到时间 

2022 年 8 月 20 日 9:00-20:00 

二、报到地点 

酒店：仟信至尊酒店、凯景酒店，按报到顺序安排。 

承办校负责接送站，请按附件要求按时发送回执（见附件 1）。 

三、报到所需资料  

1. 参赛学生的学生证、身份证原件；  

2. 领队、指导教师的身份证原件；  

3.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手机行程二维码（见附件 2）； 

4.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赛区参赛人员健康信息申报表（见附件 3）； 

5. 参赛保险凭证。 

四、比赛时间安排 

根据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比赛日期和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赛区工

作日程安排，智能财税赛项比赛时间安排如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8月20

日 

08:00-20:00  接站  白云机场、广州南站  

08:00-21:00  参赛队报到 入住酒店  

17:00-18：00 核酸检测 酒店或检测点  

19:00-21：00 专家组、裁判组工作会议 从化校区907会议室  



 

 

 

 

 

8月21

日 

06:30-08：20 早餐 酒店餐厅  

08:30-09:00 疫情防控检测、发车到学校 酒店门口  

09:00-10:30  赛前领队会、抽场次顺序签 从化校区会议中心  

10:30-11:00 参赛队熟悉场地 赛场  

11:20 赛场乘车回酒店 

自行安排午餐 

赛场－酒店  

14:00-14:30 疫情防控检测、发车参加会议 酒店门口  

14:30-15：30 开幕式 从化校区会议中心  

16:00-18：00 高峰论坛 从化校区会议中心  

18:30 赛场封闭、消毒 赛场  

18:00-19:00 核酸检测 学校A11 门口  

19:00 选手、指导老师乘车回酒店 学校A11－酒店  

 

 

8月22

日上午 

06:30-07：40 早餐 酒店餐厅  

07:40-08：10 疫情防控检测、发车赴赛场 酒店门口  

08:10-09:20   第一赛段比赛选手检录，一次、二次

加密  

检录区、加密区  

09:20-09:30 选手进入赛场候赛 赛场  

09:30-12:00  第一赛段比赛 

业票财税与机器人应用比赛 

赛场  

09:30-12:00 赛事直播 观摩区  

12:00-13：30 比赛选手、指导老师就餐、休息 赛场—就餐休息区A11  

12:00-13：30 设备恢复、赛场消毒 赛场  

8月22

日下午 

13:30-13：40 参赛选手到达检录区 就餐休息区A11—检录区  

13:40-14:50 第二赛段参赛队检录，一次、二次加

密 

检录区、加密区  

14:50-15:00 选手进入赛场候赛 赛场  

15:00-17:30 第二赛段比赛 

税务管理与大数据应用 

赛场  

15:00-17:30 赛事直播 观摩区  

17:30-18:30 核酸检测 学校A11楼下  

18:30 比赛选手、指导老师乘车回酒店用餐 学校A11－酒店  

17:30-19:00 设备恢复、赛场消毒 赛场  

 06:30-07:40 早餐 酒店餐厅  



8月23

日上午

07:40-08:10 疫情防控检测、发车赴赛场 酒店门口

08:10-09:20 第三赛段参赛队检录，一次、二次加

密

检录区、加密区

09:20-09：30 选手进入赛场候赛 赛场

09:30-12:00 第三赛段比赛

财务管理与大数据应用

赛场

09:30-12:00 赛事直播 观摩区

12:00-13:30 比赛选手、指导老师就餐、休息 赛场—就餐休息区A11

12:00-14：30 设备恢复、赛场消毒 赛场

8月23

日下午

12:00-14：00 比赛评分、解密、成绩公示 赛场评分室

16:30-17：30 颁奖及闭幕式 从化校区会议中心

17:30 比赛选手、指导老师乘车回酒店用餐 学校－酒店

18:00- 送机、送站服务

8月24

日全天

送机、送站服务

注：以上安排以参赛时的《智能财税赛项参赛指南》为准。

五、食宿及交通安排

食宿及接送站具体安排将在本赛项 QQ群公布，请指导老师加入 QQ群，以便及时接收通

知。QQ群号：774233428。

（一）食宿安排

比赛期间，领队、指导老师、参赛选手的食宿由承办校统一安排，费用由各参赛队自理。

根据广东省疫情防控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实行闭环管理，须入住指定酒店，不得自行安排住宿。

8月 22、23日比赛期间，承办校为参赛选手提供午餐和晚餐。各参赛选手和指导老师如

有民族特殊饮食要求，请务必在回执中注明。

报到酒店：仟信至尊酒店（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城郊街河滨北路 750号）

凯景酒店（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环市东路 666号）

酒店联系电话：刘经理，电话：13725328231

报到地点：酒店一楼大堂

学校联系人：郑老师，电话：13828440801

（二）交通安排



根据《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赛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要求，各参赛

队伍从火车站（广州南站）、机场（白云机场）到承办校原则上乘坐学校接送站车辆，原则上

不提前到达、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承办校安排接送站服务，请参赛队详细填写报到回执。承

办校根据回执信息安排接送站服务。正式竞赛期间，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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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进入赛场参加比赛的，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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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财税”赛项规程》要求。报

名方式与程序由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统一安排。 

1.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进行报名，以学校为

单位进行组队。本赛项为团体赛，分三个阶段比赛，不得跨校组队，每队由 4 名选手组成，限

报 1 支队伍参赛。 

2. 本赛限报 2 名指导老师，指导老师为本校专兼职教师。 

3. 参赛选手须为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参赛选手资格以报名时所具有的在校学籍

为准。 

4. 凡在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选手，不能再参加同一项目同一组别的比

赛。 

5. 同一学校相同赛项参赛队不超过 1 队，团体赛不得跨校组队。 

七、赛事观摩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赛场内专门设现场观摩区域和参观路线。 

八、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所有参与大赛的人员，包括参赛选手、指导老师、领队、专家、裁判员、监督人员、仲裁

员、技术支持人员及与会领导、嘉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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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大赛人员”）均纳入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1. 所有大赛人员在赛前 7 天内无中高风险疫情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 

所有大赛人员须持当地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到或参加比赛相关活动，并出示手机

行程码（附件 1），提交《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赛区大赛人员健康信息申报表》

（附 3），报到后再统一进行核酸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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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内的人员如需离开闭环区域，需经赛项执委会批准，能否返回赛场，

应经赛项执委会和当地疫情防控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后确定。 

2. 在赛场、会场、餐厅、住地等场所入口设置测温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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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有大赛人员在住宿登记、集体乘车、进入赛场和会场前均要核验粤康码、电子健康通

行码。健康码显示黄码、红码的人员不得入内，并立即向当地疫情防控部门报告。做好大赛人

员的健康登记，严格落实赛场实名签到，以便必要时开展追踪检测。 

4. 所有大赛人员所在单位组织参赛人员开展相关健康排查（流行病学史筛查）。 

报到前 7 天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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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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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的；居住社区 7 天内发生疫情的。 

7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执行入境人员疫情防控政策。 

5. 所有大赛人员所在单位组织参赛人员开展健康监测。报到前 7 天起，每天采取自查自报

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并填写 7 天健康检测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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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向所在单

位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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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赛人员提供 7 天

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6. 比赛期间，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填写健

康监测记录表，由指定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汇总登记，并留存备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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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时向所在单位和赛事活

动承办单位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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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其他注意事项 

1. 所有领队、指导老师、参赛选手必须出示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手机行程码(见附

件 2)和健康信息申报表(见附件 3) 方能办理酒店入住。 

2. 参赛选手报到、检录时必须携带身份证、学生证、参赛保险凭证，以便核实参赛资格. 

3. 所有参赛人员于 2022 年 8 月 20 日 17：00-18：00 在住宿酒店门口统一进行核酸检测。 

4. 为便于接待，请各参赛队务必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 12 点前填写好参赛回执表（扫描附



件 1 二维码填写） ，并电话确定（郑老师，电话：13828440801）。 

5. 为做好大赛宣传，展示参赛队伍风采，请各参赛队务必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 12：00 前

将以下材料发到指定邮箱（ 347323539@qq.com）， 并电话确定（王宁，15800203607）。材

料清单：（1）含有参赛学校校徽、校名 logo 的矢量图及源文件（ps、ai、cdr 格式均可）（2）

参赛学校简介（文字不超过 800 字，4 张学校宣传高清原图照片，不小于 20M)；（3）参赛队

伍简介（文字不超过 200 字，2 张团队宣传高清原图照片，不小于 5M），队伍简介一般包含

队伍成员姓名、指导老师姓名及职称、队伍备赛经历及获奖经验。 

6. 请各参赛高校于 8 月 1 日前，通过顺丰快递寄送横版校旗 2 面（3 号旗 1 面：长 1.92

米 x 宽 1.28 米；5 号旗 1 面：长 0.96 米 x 宽 0.64 米）至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收

件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122 号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团委，收件人：周骥，

联系电话：13544553716。 

因疫情防控形势紧张，请各省代表队严格控制随行人员数量，逾期或未按要求发送回执的

人员,我们将无法保证正常接待服务和参加各类活动。 

 

附件： 

1. 赛项参赛回执 

2. 粤康码(健康码) 、行程码 

3. 健康信息申报表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财税赛项执委会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代章) 



附件 1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能财税"赛项(高职组)参赛回执 

 

代表队（学校)： 

领队姓名 
领队手机号

码 

代表队总

人数（含领

队） 

需要单人

房数量

（间） 

需要双人房

数量（间） 

到会航班

（列车)号 
到站时间 

离会航班

（列车)号 

起飞（发车）时

间 

用餐特殊要

求备注 

                   

 

 

 

 

 

 

 

 



 

附件 2   

   

粤康码 手机行程二维码 

 

 

 

 

 

 

 

 

 

 

 

 

 

 

 

 

 

 

 

 

 

 

 

 

 



附件 3.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赛区 

大赛人员健康信息申报表  

  

姓名（签名）：         身份证号码：            院校：             联系电话：_________ 

序号 日期 健康信息 

行程记录 1 
7 天内是否接触过疑

似或确诊病例 
是否去过疫情高中风险及重点地区 

1 8 月 13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2 8 月 14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3 8 月 15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4 8 月 16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5 8 月 17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6 8 月 18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7 8 月 19 日 口正常 口异常；具体情况： □否 口是；具体地点： 口是□否 

注：1.大赛人员须认真、如实申报健康状况、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等情况。出现发热、干咳、咽痛、呼吸

急促、恶心呕吐、腹泻、嗅（味）觉减退以及结膜红肿、皮疹等可疑症状，或确诊急性结核病、诺如病毒

感染、结膜炎、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及其他异常的须如实填写 

2.大赛人员应自行打印，于报到 7 天前填写本申报表，并在接受大赛前检查时向赛场工作人员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