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湘教通„2020‟312 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 

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高职高专院校、

技工院校： 

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和《湖南省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要求，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教

学改革，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展示广大师

生精神风貌和职业技能水平，经研究，决定于 2020年 12月及 2021

年 3 月主办 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以下简称“省

赛”）。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赛办法 

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由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有关单位共同主办（详见附件 1），各

主办单位所辖赛项协同成立竞赛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赛项执

委会”）。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实行赛项执委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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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的赛点负责制，负责赛项的具体保障和实施工作。本次竞赛

成立专家委员会负责竞赛相关技术指导、竞赛命题和裁判等工作。 

二、选手选拔及报名办法 

1．中职组赛项以市州为单位组团，由各市州教育（体）局

组织初赛选拔确定参赛选手（含参加中职组竞赛的技工学校、技

师学院），高职高专组赛项以学校为单位组团，由各学校组织初

赛选拔确定参赛选手（含参加高职高专组竞赛的技师学院）。小

组团体赛不得跨校组队。 

2．请各竞赛代表团登录“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管理系统”

（http://zyjnds.hnedu.cn:8888/）报名参赛（报名事宜另文通知）。 

三、有关要求 

1．各赛项执委会要制订工作方案，明确职能职责，全面督

促指导所辖赛项的各项赛事工作；各赛点学校在相应赛项执委会

指导下，配合专家委员会的赛项专家工作组制定竞赛规程和评分

标准，按竞赛规程准备竞赛场地和添置相关设施设备，精心制定

赛点工作方案，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项赛事准备工作，按竞

赛要求积极稳妥实施各赛项赛事的具体组织等工作，确保竞赛安

全有序开展。 

2．承办赛项的各市州教育（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相关部门、学校要切实担负起各赛项竞赛的组织责任，明确

具体责任人，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竞赛组委会交办的各项工作，

确保竞赛安全、规范、有序、顺利进行，确保竞赛过程公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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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 

3．各代表团和赛点学校要制定详细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案，

加强对参赛选手的教育和管理，要求选手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和赛

点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赛点学校要制定水电火情、意外伤害等

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全力做好竞赛期间食品、住宿、医疗卫生、

社会治安等各项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4．各市州教育（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高

等学校、技工院校要坚持教育教学导向，在整体提升学生职业能

力和学校技能教学水平的基础上，面向全体在校学生选拔优秀选

手参加比赛，并按照 2021 年度省赛工作方案（附件 2），认真做

好赛前相关组织准备工作，确保参赛队伍准时参赛。 

5．中职选手必须为中等职业学校 2020 年全日制在籍学生或

高职、高专及本科院校中职部、五年制大专中职阶段学生；高职

高专选手必须为高等学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 2020 年全日制在

籍学生或本科院校举办的专科班和普通高校五年制大专已转段注

册高职专科学籍的学生；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参赛选手由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核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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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它 

1．竞赛组织机构、承办学校、参赛学校、合作企业、有关

专家要按照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有关制度和通知开展各项工

作，营造良好的竞赛环境。省竞赛组委会不以组织比赛的名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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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赛点院校、参赛院校进行商业推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假

借教育部、省教育厅及竞赛组委会名义散布虚假消息，进行各类

商业推广活动。竞赛合作企业开展的活动也必须遵守《2021年湖

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企业合作管理办法》（另发），如有违反，

将对相关情况进行通报，情节严重的取消合作。各赛点学校、参

赛院校要认真对竞赛合作企业进行甄别，加强沟通协调，对合作

企业开展的推广活动存疑的，可向组委会办公室反映。 

2．有条件的主办单位应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经费对竞赛予

以支持。 

3．各代表团参加比赛过程中产生的食宿、交通费回所在单

位据实报销。 

 

附件：1．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各赛项主办单

位及赛点学校安排表 

2．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工作方案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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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各赛项主办单位及赛点学校安排表 
 

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1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传感网应用开发 高职高专 

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高职高专 

养老服务技能 高职高专 

英语口语 高职高专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 高职高专 

嵌入式技术与应用开发 高职高专 

5G全网建设技术 高职高专 

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 高职高专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艺 高职高专 

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高职高专 

机械产品测绘与 CAD创新设计 高职高专 

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 高职高专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 

微视频制作 高职高专 

移动融媒体应用技术 高职高专 

动漫制作 高职高专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高职高专 

智慧零售运营与管理 高职高专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项目 高职高专 

产品部件数控加工编程与装配 高职高专 

关务技能 高职高专 

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 高职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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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1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汽车智能技术测试与装调 高职高专 

软件测试 高职高专 

智能财税职业技能 高职高专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分析检验 高职高专 

WEB应用软件开发 高职高专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互联网+企业经营管理技能 高职高专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技能 高职高专 

2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无人机装调与应用开发 高职高专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 高职高专 

3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自然资源厅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测量 高职高专 

装配式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 高职高专 

工程测量 中职 

4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交通运输厅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BIM） 高职高专 

建筑装饰技术应用 高职高专 

汽车营销 高职高专 

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 高职高专 

5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农业农村厅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 高职高专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高职高专 

动物外科手术 高职高专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高职高专 

农机维修 中职 

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车） 中职 

综合车削加工技术 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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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6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商务厅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

学院 

市场营销技能 高职高专 

物联网技术应用 高职高专 

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 高职高专 

7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文化和旅游厅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艺术专业技能 高职高专 

艺术专业技能 中职 

模特表演 中职 

8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林业局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 

艺术插花 高职高专 

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 高职高专 

植物组织培养 高职高专 

9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中药传统技能 高职高专 

10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供销合作总社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会计技能 高职高专 

中华茶艺 高职高专 

11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 

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 烹饪 中职 

12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长

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

学院 

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高职高专 

西餐宴会服务 高职高专 

会展营销与策划 高职高专 

中餐主题宴会设计 高职高专 

导游服务 高职高专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 高职高专 

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高职高专 

长沙财经学校 

会计技能 中职 

移动融媒体制作与应用 中职 

现代物流综合作业 中职 

晚宴化妆·发型设计造型 中职 

新娘化妆·盘发整体造型 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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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12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长

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航天学校 

无人机装调及应用 中职 

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 中职 

零部件测绘与 CAD成图技术 中职 

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中职 

机器人技术应用 中职 

通信与控制系统集成与维护 中职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建筑 CAD 中职 

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数控加工技术（数控铣） 中职 

汽车机电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职 

汽车营销 中职 

服务机器人装调与维护 中职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艺术插花 中职 

现代模具制造技术 中职 

种子质量检测 中职 

手工制茶 中职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中职 

宁乡市职业中专学校 
焊接技术 中职 

车加工技术 中职 

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 

酒店服务 中职 

业财税融合云上技能 中职 

税务技能 中职 

13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株

洲市人民政府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高职高专 

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开发 高职高专 

汽车检测与维修 高职高专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高职高专 

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 高职高专 

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

校 

电子商务技能 中职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中职 

服装设计与工艺 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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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14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湘

潭市人民政府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

业学校 

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中职 

WEB前端开发 中职 

动画片制作 中职 

湘潭技师学院 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中职 

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动物外科手术 中职 

湘乡市第一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中职 

15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衡

阳市人民政府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财务管理技能 高职高专 

税务技能 高职高专 

业财税融合暨大数据管理会计应用能

力 
高职高专 

CAD机械设计 高职高专 

核工业卫生学校 护理技能 中职 

耒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户式中央空调安装与调试 中职 

集成电路测试及应用 中职 

网络布线 中职 

电气安装与维修 中职 

16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邵

阳市人民政府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高职高专 

武冈市职业中专学校 电梯维修保养 中职 

17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岳

阳市人民政府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 高职高专 

护理技能 高职高专 

Python程序开发 高职高专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高职高专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艺 高职高专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高职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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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18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常

德市人民政府 

常德技师学院 
装配钳工技术 中职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中职 

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 中职 

常德汽车机电学校 
车身修复（钣金）-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职 

车身涂装（涂漆）-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职 

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湖南桃花源高级技工

学校） 

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 中职 

19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益

阳市人民政府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焊接技术 高职高专 

20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郴

州市人民政府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中职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中职 

职业英语技能 中职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

校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中职 

21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娄

底市人民政府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工业产品造型设计与增材制造技术 高职高专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高职高专 

22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永

州市人民政府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高职高专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高职高专 

计算机网络应用 高职高专 

蔬菜嫁接 高职高专 

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工业产品设计与 3D打印技术 中职 

23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长

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网络搭建与应用 中职 

网络空间安全 中职 

机械装配技术 中职 

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 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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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单位 赛点 赛项名称 组别 

24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

建工集团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施工放样 高职高专 

建筑工程识图 高职高专 

25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湘

电集团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机械设备装调与控制技术 高职高专 

电子商务技能 高职高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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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工  作  方  案 

 

一、组织领导机构 

（一）主办单位 

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林业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供销合作总社、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长沙市人民政府、株洲市人民政府、湘潭市

人民政府、衡阳市人民政府、邵阳市人民政府、岳阳市人民政府、

常德市人民政府、益阳市人民政府、郴州市人民政府、娄底市人

民政府、永州市人民政府、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二）承办单位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

业学院、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娄底职

业技术学院、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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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益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长沙财经学校、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长沙航天学校、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长沙建筑工程学校、长沙汽车工业学校、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宁乡市职业中专学校、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株洲市

工业中等专业学校、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湘潭技师学

院、湘潭生物机电学校、湘乡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核工业

卫生学校、耒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武冈市职业中专学校、常

德技师学院、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常德汽车机电学校、桃源

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桃花源高级技工学校）、郴州工业交

通学校、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 

（三）协办单位 

湖南省职成教育学会、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湖南教育电视

台、三湘都市报社。 

（四）组织机构与成员 

1．组委会 

负责确定竞赛办赛原则及组织形式，审定赛项范围，制定竞

赛相关制度，指导开展竞赛。 

主 任：蒋昌忠  省教育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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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白玉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副主任：王仁祥  省教育厅副厅长 

黄赞佳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吴小月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王善明  省自然资源厅一级巡视员 

周自荣  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马艳青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罗双峰  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 

张  帆  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 

严志辉  省林业局副局长 

丁珍良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吴开明  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 

瞿正辉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刘明理  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胜跃  株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傅  军  湘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龚学余  衡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华和  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  为  岳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周代惠  常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黄东红  益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贺建湘  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有才  娄底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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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景林  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江从平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人大政协联络办副主任 

桂兹军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颜勇飞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成  员：余伟良、李国华、刘  旸、邱  翎、宋  琤、张  胜、

蔡小汉、张军平、夏日光、陈红长、周新建、王  勇、卢鸿鸣、

董小平、伍国强、程少平、肖玉叶、王德华、唐汇诰、罗晓皓、

肖正科、李耀文、唐海涌、任  波、车四林、黄  晶、李  斌、

方小斌、姚利群、翟惠根、向罗生、马于军、戚人杰、朱厚望、

刘国华、罗先进、杨翠明、陈  超、潘岳生、戴联华、戴  旻、

史明清、朱忠义、左家哺、邓德艾、张  勇、李定珍、陈建军、

王运政、李宇飞、陈美中、喻友军、彭  元、段雪梅、蔡建宇、

陈静彬、虢剑波、徐厌平、陈全宝、罗伟光、廖万忠、李正祥、

缪玲勇、胡冬生、李  浩、戴晓成、张红元、唐红敏、黄继锋、

易理中、周祥林、李灿辉、马嫦英、李松林、姜协武、周  华、

杨  亚、王常德、欧阳新雄、陈茂荣、邝力荣、蒙正炀、张  健、

余  芳、肖  琼 

2．组委会办公室 

组委会办公室设湖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以及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负责统筹协调组

委会内部事务，确定竞赛赛项，遴选赛点学校，聘请专家组组长，

审定命题专家、裁判、省派赛点第一副主任与省派赛项负责人，

审核竞赛技术文件和选手参赛资格，指导、仲裁监督赛点竞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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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管理等工作。 

主  任：余伟良、李国华 

副主任：周韶峰、羊国杰 

成  员：彭文科、王江清、范海军、易利国、杨  伟、吴道

锋、徐洪波、黄俊晶、蒋煜林、卢瑞庆、黄  洪、王  宇、杨庆

江、徐晓芳、莫建军、肖智亮、刘运礼、万五龙、庹朝君、余正

生、代  竞、肖志治、黄赞校、黎  欢、伍向东、唐春霞、张  莹、

彭富强、韩立路、邱丽芳、雷珺麟、谭见君、朱国军、崔德明、

黎修良、李玉民、隆  平、李永红、袁清武、胡智清、傅爱斌、

龙  伟、刘振湘、陈建华、黄新平、易兰华、玉小冰、胡六星、

周哲民、杨火保、罗慧玲、刘建军、刘一兵、蔡超强、黄霞春、

张雪昀、唐海波、杨立东、马  燚、刘才志、张湘吉、刘  颖、

姚博瀚、唐建国、郑志刚、文学兵、邓家飞、蔡建华、周光辉、

刘  钢、贺旺兴、王冬梅、谢振炳、王恒武、高广安、王  杰、

袁和贵、袁  亮、雷小兰、杨林海、皮步安、莫百荣、盛金朋 

办公室下设机构： 

(1)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对参赛选手参赛资格进行审核。 

主  任：余伟良 

副主任：周韶峰、羊国杰 

成 员：王  宇、常  婷、刘彦奇、肖  帅、周理智 

(2)竞赛专家委员会 

竞赛专家委员会由湖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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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湖南省教育科学院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

鉴定中心及行业企业协会相关负责人组成，负责遴选各赛项专家

组组长，并指导专家组组长开展相应赛项的技术工作。 

主  任：余伟良、刘  旸 

副主任：周韶峰、彭文科、王江清、叶  飞 

成 员：王  宇、刘彦奇、舒底清、吴甚其、刘  琴、欧  陟 

(3)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 

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设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职教育与

成人教育研究所和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负责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主要负责制定竞赛组织方

案和实施计划，组织专家制定竞赛规程，审核赛项执委会和赛点

工作方案，组建竞赛专家库，组织竞赛报名与命制竞赛赛题，指

导协调竞赛过程，收集整理竞赛相关资料，指导协调各赛项专家

组及赛点完成竞赛资源转化，统计竞赛结果等。 

主  任：王江清、刘  旸 

副主任：舒底清、叶  飞 

成  员：吴甚其、刘  琴、欧  陟、吴爱平、李  阳、 

陈胜波、贵颖祺、郭智芳 

(4)仲裁委员会 

仲裁委员会由湖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湖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及联合主办单位组成，受

理各参赛队的书面申诉，作出赛项结果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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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赛项竞赛执行委员会 

由主办单位分别组织成立所辖赛项竞赛执委会，接受竞赛组

委会领导，全面负责指导督促所辖赛项竞赛筹备与组织实施等工

作。各赛项执委会下设办公室、仲裁、宣传联络等机构，负责赛

点工作方案审批、竞赛专家推荐、仲裁处理、宣传策划、市场运

作以及指导、管理与监督各赛项赛事的具体组织实施。各赛项执

委会按照参赛院校回避的原则组建，具体名单由各主办单位确定。 

4．代表团、代表队及赛点组织领导机构 

各市州教育（体）局、高职高专院校、技师学院参赛代表团

和所属代表队，以及赛点学校均应成立相关组织领导机构。 

二、赛项及规程 

（一）赛项 

根据《关于 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预报名和赛

点申报工作的通知》，通过预报名，根据近年世界技能大赛、国

赛赛项设置、新赛项设置规则，结合湖南产业发展实际，按照有

关程序最终确定了 2021 年度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中职组、高

职高专组共设 147 个赛项，具体设置如下： 

1．中职组 

中职组分 9 个专业类别，共设 64 个赛项。 

(1)农林牧渔类：农机维修；艺术插花；蔬菜嫁接；种子质量

检测；动物外科手术；手工制茶。 

(2)土木建筑类：工程测量；建筑 CAD。 

(3)装备制造类：车加工技术；数控综合应用技术；现代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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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技术（注塑模具技术）；机器人技术应用；焊接技术；机械

装配技术；装配钳工技术；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数控加

工技术（数控车）；数控加工技术（数控铣）；零部件测绘与 CAD

成图技术；电气安装与维修；综合车削加工技术；户式中央空调

安装与调试；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电梯维修保养；液压

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4)交通运输类：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营销；车身涂

装（涂漆）－汽车运用与维修；车身修复（钣金）汽车运用与维

修；汽车机电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 

(5)电子信息类：网络空间安全；网络布线；计算机检测维修

与数据恢复；工业产品设计与 3D 打印技术；数字影音后期制作

技术；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网络搭建与应用；通信与

控制系统集成与维护；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调试；电子电路装

调与应用；动画片制作；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集成电路测试

及应用；无人机装调及应用；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移动

融媒体制作与应用；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服务机器人装调与维

护；WEB 前段开发。 

(6)医药卫生类：护理技能。 

(7)财经商贸类：会计技能；业财税融合云上技能；沙盘模拟企

业经营；电子商务技术；职业英语技能；税务技能；现代物流综合

作业。 

(8)旅游服务类：酒店服务；烹饪。 

(9)文化艺术类：服装设计与工艺；模特表演；艺术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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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宴化妆·发型设计造型；新娘化妆·盘发整体造型。 

2．高职高专组 

高职组分 12 个专业大类，共设 83 个赛项。 

(1)农林牧渔大类：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动物外科手术；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植物组织培养；艺

术插花；中华茶艺。 

(2)土木建筑大类：工程测量；建筑工程识图；建筑装饰技术

应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BIM）；工程施工放样；装配式

建筑构件制作与安装。 

(3)装备制造大类：产品部件数控加工编程与装配；复杂部件

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产品

造型设计与增材制造技术；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焊接技术；机电一体化项目；机械产品测绘与 CAD

创新设计；机械设备装调与控制技术；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

艺；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制造单元智能化改造与集成技术；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自动化

生产线安装与调试；CAD 机械设计。 

(4)生物与化工类：工业分析与检验。 

(5)交通运输大类：新能源汽车技术与服务；汽车检测与维修；

汽车营销；汽车智能技术测试与装调。 

(6)电子信息大类：4G 全网建设技术；Web 应用软件开发；

传感网应用开发；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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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动漫制作；集成电路开发及

应用；计算机网络应用；嵌入式技术与应用开发；人工智能技术

与应用；软件测试；微视频制作；无人机装调与应用开发；物联

网技术应用；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

开发；移动融媒体应用技术；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信息安全管理

与评估；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开发；Python 程序开发。 

(7)医药卫生大类：护理技能；中药传统技能。 

(8)财经商贸大类：“互联网+”企业经营管理技能；财务管理

技能；电子商务技能；关务技能；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会计技能；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市场营销技能；税务技能；业

财税融合暨大数据管理会计应用能力；银行业务综合技能；智慧

零售运营与管理；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智能财税职业

技能；人力资源管理技能。 

(9)旅游大类：中餐主题宴会设计；西餐宴会服务；导游服务；

会展营销与策划。 

(10)文化艺术大类：服装设计与工艺。 

(11)教育与体育大类：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英语口语；

艺术技能。 

(12)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养老服务技能。 

（二）竞赛规程 

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赛项规程应遵循竞赛相关制度，以

最近的国（省）赛赛项规程（或赛项方案申报书）为基础，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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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实际情况和赛项承办学校设施设备条件按照统一格式要求

由赛项专家组在赛点提供初稿基础上进行修改、编制。 

所有赛项竞赛规程经各赛项执委会审核、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审定后颁布执行。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竞赛时间：2020 年 12 月 14 日－25 日,中职组艺术专业技能、

模特表演、手工制茶和高职高专组艺术专业技能 4 个赛项因季节

和赛点组织原因推迟到 2021 年 3 月下旬。 

各赛项具体竞赛报到时间和地点由各赛项执委会另行通知。 

四、奖项设立及奖项数 

1．团体奖：按代表团设团体奖。中职组设 6 个，其中一等

奖 1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3 个；高职组设 12 个，其中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5 个。 

2．个人奖：按赛项设奖，以赛项参赛人（组）数的 10%、

20%和 30%比例（四舍五入）分设一、二、三等奖。 

3．指导教师奖：对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对

一等奖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获奖证书。 

4．组织奖：根据各代表团选手选拔、报名组织、参赛情况确定。 

五、专家选聘 

竞赛命题、裁判等专家由竞赛组委会办公室统一遴选和聘

请。各赛项命题由 3－5 名专家组成，设组长 1 名；成绩评判由 5

名或 7 名专家组成，设裁判长 1 名。专家选聘遵循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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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的原则，主要从相关行业企业的技术专家、技能大师及普通

高校、职业院校的专家中遴选产生。 

六、宣传推广 

（一）宣传报道。邀请省内外有关媒体对竞赛活动进行广泛

宣传报道。 

（二）现场招聘。各赛点学校可以广泛邀请用人单位的相关

人员到竞赛现场观摩，也可以举办专场技术技能人才供需见面会、

现场招聘会。 

七、联系方式 

1．组委会联系人 

办公室：王  宇（0731－84714897、15873118887） 

秘书处：刘  琴（0731－85182385、13875888118） 

        李  阳（0731－84402940、15116386898） 

2．赛点联系人 

（1）长沙财经学校                 陈旭宇 13808421380 

（2）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杨正明 13787312577 

（3）长沙航天学校                 张洪辉 13907495872 

（4）长沙市电子工业学校           李荣斌 13549679200 

（5）长沙建筑工程学校             李  皑 18684877383 

（6）长沙汽车工业学校             王  波 13755046998 

（7）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石  敏 13507405645 

（8）宁乡市职业中专学校           朱敏强 1366731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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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健保 13507452338 

（10）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  琼 13907336979 

（11）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汤美群 17773200755 

（12）湘潭技师学院                 王晖萍 13517320928 

（13）湘潭生物机电学校             汤亦斌 13973237608 

（14）湘乡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晏俊泽 13873283476 

（15）核工业卫生学校               陈志文 15096042491 

（16）耒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刘恒山 15386079022 

（17）武冈市职业中专学校           王常才 13762897276 

（18）常德技师学院                 何善平 19936703007 

（19）常德汽车机电学校、常德财经中等专业学校 

胡  昳 18873668998 

（20）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湖南桃花源高级技工学校） 

罗洪杰 13873696804 

（21）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陈志峰 13762505588 

（22）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曾元平 15873577663 

（23）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眭光明 13974676927 

（24）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          杨跃群 15869721552 

（25）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          刘同亚 18073358567 

（26）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吴思佳 13607436239 

（27）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粟慧龙 18573358529 

（28）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胡同德 13607493178 

（29）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胡红宇 139734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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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谭韶生 18673127190 

（31）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文林彬 15973188271 

（32）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成奋华 13975117826 

（33）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戴俨炯 18627588711 

（34）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曹立村 13875980248 

（35）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王海波 18573359627 

（36）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黄  艳 15211171788 

（37）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聂辉文 13873300337 

（38）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陈忠良 13975017988 

（39）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尹  慧 18573358099 

（40）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陆元三 13873426053 

（41）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崔克蓉 18373163813 

（42）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游新娥 13873829802 

（43）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林仲桂 13875622558 

（44）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段圣贤 13875802917 

（45）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彭  聪 13787007507 

（46）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张丽莉 13755154902 

（47）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司莉娜 13517483391 

（48）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李曾辉 13367321105 

（49）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刘建华 15073202307 

（50）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付高勤 13975046628 

（51）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武海华 13974996638 

（52）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黄  明 1340731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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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王永红 13973560835 

（54）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蔡志文 13973797055 

（55）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段文杰 15111211285 

（56）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罗  翀 13787126014 

（57）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刘  旭 15874906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