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烹饪赛项（高职组）比赛（报到）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教育局：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赛项（高职组）将于 2022 年 8月

21 日-8 月 23 日在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举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报到时间 

2022年 8 月 20日，12:00 前 

二、报到地点 

沈阳方特花园酒店（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盛京大街 55-5 号） 

酒店联系人：王潼潼，电话：13032449942 

报到时间内，承办校将负责接送站事宜，请按时填写并发送参赛

回执。 

三、比赛时间安排 

8 月 20 日，12:00前报到；13:30-16:00 召开领队预备会并抽签（选手

编号、参赛队编号统一由各省领队负责抽取）； 

开幕式：16:30-17:30。 

8 月 21 日，06:30-20:00，各项比赛；  

8 月 22 日，06:30-20:00，各项比赛；  

8 月 23 日，06:30-20:00，各项比赛； 

8 月 24 日，10:00-11:00，闭幕式。 

四、食宿及交通安排 

比赛期间参赛队领队、指导教师、参赛选手的住宿由会务接待组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1.用餐安排 

（1）驻地酒店用餐：用餐时间和用餐标准按照驻地酒店确定。 

（2）学校用餐：学校一食堂为大赛供应盒饭，大赛服务人员为参赛人

员提供送餐服务。 

2.住宿安排 

酒店名称 地  点 联系人 

沈阳方特花

园酒店 

辽宁省沈阳市

沈北新区盛京

大街 55-5号 

酒店联系人：王潼潼 13032449942 

学校联系人：佟安娜 15802482855 

总负责人：于照 13804057246 

注：大床房数量有限，以订房顺序为准。 

 3.接送站安排 

（1）按照规定，统一安排住宿，凡特殊情况自行安排住宿酒店的参赛

队，不负责接送站。 

（2）接站时间为：2022年 8 月 19日 7:00-21:00；20 日 7:00-11:00。

接站地点：沈阳桃仙机场、沈阳站、沈阳北站。 

接站时间 站点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19日 08:00-20:00 

20日 08:00-12:00 

沈阳桃仙机场 李  鑫 15040087393 

沈阳站 高  特 13898816960 

沈阳北站 刘文智 13840579233 

总负责人：于照 13804057246 

 

 

 

 

 

 

 



五、比赛安排 

比赛场次将根据参赛选手人数及参赛队数进行调整，最终安排详见赛

事指南。 

六、组队与报名 

以学校为组队单位，每队由 4 名选手组成。不得跨校组队，同一学校

报名参赛队不超过 1 支，每队不超过 2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

兼职教师。参赛选手均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籍专科学生。本科院校中

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生可报名参赛。五年制高职学生报名参赛的，须为四、

五年级学生。 

七、赛事观摩 

1.观摩对象：来自全国餐饮职业教育院校代表、优秀教育工作者、知

名专家学者、大型餐饮企业领导者、业界精英、专业学生等。 

2.观摩方式：凡观摩人员均不得进入赛场，可在等候休息区通过电子

屏实时了解赛场比赛情况。作品展区将在每场比赛评判结束后，对外开放，

观摩人员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下有序进入，允许拍照。 

3.纪律要求：观摩代表须遵守大赛纪律有序观摩。比赛期间，注意赛

项  目 日  期 场  次 
时间安排 

地点 
检录时间 竞赛时间 

报到 
8月 20日 

08:00-12:00 报到处 

开幕式 16:30-17:30 校内体育馆 

宴席制作 

8月 21日 第 1场 06:30 07:30-14:30 

赛场 8月 22日 第 2场 06:30 07:30-14:30 

8月 23日 第 3场 06:30 07:30-14:30 

宴席展评 

8月 21日 第 1场 15:00-17:00 

实训楼 108 8月 22日 第 2场 15:00-17:00 

8月 23日 第 3场 15:00-17:00 

闭幕式 8月 24日 10:30-11:30 校内体育馆 



场安静。 

八、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为统筹做好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比赛期间的疫情防控和安全

健康工作，切实保障比赛安全、有序、顺利开展，按照“安全第一、科学

施策、闭环管理、严密细致”的原则，制定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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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等均纳入大赛相关人员健康管理（简称：大赛相关人员）。 

1.参赛人员须在报到前填写《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赛项

人员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调查表》（以下简称《行程调查表》）和《报到

日前 7 日内体温记录表》；提供出发日之前 24 小时内截取的行程码绿码；

提供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沈阳市人员且 7日内无外地行程人员

可延长至 72小时）。以上材料要在报到前以电子版形式报送给赛务组，经

审批合格方可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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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内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

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7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居住社区目前属于高、

中、低风险区的。 

2.所有大赛相关人员途中要做好个人防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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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赛人员报到时要佩戴口罩，凭有效证件，保持一定间隔排队在等

待区等候，主动配合防疫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相关症状问询排查。 



如人员有身体异常情况，须如实向防疫人员报告。如因个人主观原因

瞒报信息，造成相关后果，其本人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4.检验合格并做好登记的参赛人员领取参赛证件，在消毒区由接待服

务组进行消毒后，依次进入酒店办理入住。 

5.比赛日进入校园后，参赛人员不得进入与比赛无关的场地。如无特

殊情况，当日比赛结束前不能擅自离开赛场或出入校门。每次进出校门均

需重新核验证件。 

6.报到后直至比赛结束，参赛各队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由

领队负责在工作群里每天 2次(早 7:00、晚 20:00)报备队员体温情况。 

报到后直至比赛结束，赛事相关人员须持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出入校园和酒店。赛场周围和酒店设置有核酸检测采样固定点位，免费提

供检测服务。 

九、其他注意事项 

1.证件要求：参赛选手、指导教师及领队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学生

证，以便核实参赛、参会资格。比赛期间，所有人员须统一佩戴证件，无

证件者不得进入比赛场地、会议场所。 

2.着装要求：比赛期间，所有参赛选手服装统一提供，选手不得穿着

自带服装。 

3.8 月 20 日 13:30-16:00 统一召开领队预备会并抽签，选手编号、参

赛队编号均由各省领队负责抽取。如各省领队不能按时参加，需委托一名

参赛院校指导老师代为抽取。未能及时参加且未委托他人的省份，将由赛

项执委会安排人员代为抽取。 

4.凡需要快递工具、刀具的参赛队，请邮寄至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

盛京大街 55-5 号沈阳方特花园酒店，联系人：王潼潼 13032449942，并由

指导教师于赛前凭原邮寄单据原包领回。承办校代收的邮寄物品仅限刀具，

如邮包内有损坏概不负责。 



5.非参赛院校观摩人员需提前与承办校联系，联系人：熊洁

15040260412。 

6.相关资料提交：请各参赛队按照要求在指定时间前发至指定邮箱。

一经提交，不得做任何修改，逾期不予受理。 

（1）请各参赛队认真填写原材料申领单（烹饪赛项规程附件 1）、自

带物品申报单（烹饪赛项规程附件 2），并加盖学校公章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08:00-24:00）集中发送至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原料保障组，邮

箱（972896435@qq.com，高大伟 18602497767），并电话确认。比赛当天需

凭原材料申领单原件领取比赛原料。 

（2）请各参赛队于 2022年 8 月 18日前将送评作品确认单（烹饪赛项

规程附件 3）、宴席设计书电子版（pdf格式及 word格式）（具体格式详

见烹饪赛项规程附件 5）发送到邮箱（55177648@qq.com，熊洁 15040260412）。

报到时提交宴席设计书纸质版 8 份。宴席设计书需统一 A4 纸彩色打印，封

面采用皮纹纸，胶装。 

（3）请各参赛队于 2022年 8 月 18日前将送评作品说明表（烹饪赛项

规程附件 4），加盖学校公章扫描发送至邮箱（55177648@qq.com，熊洁

15040260412 ）。比赛当天携带纸质版送评作品说明表（不得盖章），并

随菜品一同送评。 

7.报到时，大赛相关人员须严格遵守防控要求，配合测温、扫码、核

验证件等工作，现场核验合格者领取参赛证件，并参加 1 次统一安排的核

酸检测。大赛期间，参赛人员凭 72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校参赛，对

未出结果的用码记录等证明材料不予采信。有发热、咳嗽、咽痛等疑似症

状的师生要自觉主动报告，学校要第一时间安排其到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安

排核酸检测，并派专车到发热门诊就医。 

8.赛项执委会办公室联系电话 

联系人：仉惟嘉 13555898490/024-88085676 

mailto:635368176@qq.com，李东文15861310311
mailto:@qq.com，熊洁
mailto:296331239@qq.com，连伟豪13246312792
mailto:296331239@qq.com，连伟豪13246312792
mailto:296331239@qq.com，连伟豪13246312792


附件: 

1.交通路线 

2.2022 年全国烹饪大赛报到日前 7日内体温记录表 

3.2022 年全国烹饪大赛人员健康状况和行程轨迹调查表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赛项执委会 

                  （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代章） 

                                2022年 8 月 8 日 

 

 

 

 

 

 

 

 

 

 

 

 



附件 1:  

交通路线 

1.飞机 

乘坐航班到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后，有专人接站。 

自行报到路线如下： 

（1）建议打车到辽宁交专国际交流培训中心，约42公里。 

（2）在机场8号门乘坐机场巴士2号线，马路湾站下车→ 乘坐210路，金山小区站

下车 →乘坐398路，兴明街蒲裕路站下车。 

2.火车 

乘坐火车至沈阳站或者沈阳北站后，有专人接站。 

自行报到路线如下： 

（1）沈阳北站：在沈阳北站南广场乘坐325、328、399公交车，恒运雅居站下车，

步行520米； 

（2）沈阳站：乘坐328公交车，恒运雅居站下车，步行520米。



附件 2 

2022 年全国烹饪大赛报到日前 7 日内体温记录表 

院校：                     姓名：               手机：                

测量时间 体温（℃） 备注 

8月 日   

8月 日   

8月 日   

8月 日   

8月 日   

8月 日   

8月 日   

 

 

 

 

 

 

 

 

 

 

 

 

 



附件 3： 

2022 年全国烹饪大赛人员健康状况和行程调查表 

姓  名  手机号  报到日期      月    日 

参赛单位        

本人抵达参赛地前 7 天： 

1.是否有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居史：                 否/是   描述细节（时间地点）： 

                                                   / 

2.是否接触过有病例持续传播地区 

有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人：                      否/是   描述细节（时间地点）： 

                                                   / 

3.是否有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或无症状             否/是   描述细节（时间地点）： 

  感染者的接触史：                                 / 

4.你的家庭成员或身边人员是否有过聚集性发病情况：   否/是   描述细节（时间地点）： 

                                                   / 

5.是否去过某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看病：                 否/是   医疗机构名称：                                             

                                                   /   最终诊断： 

6.是否有过发热：                         无/有 最高体温          持续时间          

                                         / 

7.是否有过呼吸道不适症状：               无/有 持续时间          

                                         / 

8.是否有过消化道不适症状：              无/有 持续时间          

                                         / 

报到行程轨迹调查 

1.此次报到你从哪里来：                       ；途径：                    

 途中是否有停留：否/是            停留地点：                         

                 /             停留时间：                         

2.此次报到从起点至目的地你所使用的全部交通工具是： 

 （包括飞机、火车、汽车、地铁、出租车、私家车、公交车、其他等） 

 使用所有交通工具的具体信息（搭乘信息要保证连续性）： 

  

备注： 

本人已仔细核对，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本人签名：        审核人：      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