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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竞发„2019‟2 号 

 

 

关于举办 2019 年全市劳动和职业技能大赛 

通    知 

 

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成员单位，县（区）总工会、人社局，各系统、

直属工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

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方

案》精神，培养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激发广大职

工积极投身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市总工

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举办 2019 年全市劳动和职业技

能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时间和类别 

（一）时间安排 

淮 北 市 劳 动 竞 赛 委 员 会            
淮 北 市 总 工 会   
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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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11 月。 

（二）竞赛类别 

全市设劳动竞赛 30 项（示范性劳动竞赛 2 项；市级一类 7

项、二类 21 项）、职业技能竞赛 32 项（市级一类 9 项、二类 4

项、三类 19 项）。具体见附件。 

二、竞赛内容和方式 

（一）市级一类劳动和职业技能竞赛 

1.竞赛内容由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组成，竞赛项目符合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要求的，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工人技术

等级标准》中规定的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工）知识理论和技

能操作的内容，以及国家相关委、部、局颁布或规定的职业标准

实施。 

2.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的权重原则上设定为 3:7。理论

知识考试为闭卷考试，试题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为基础；技能操

作试题从题库中抽取，或组织专家命题。 

3.各项目决赛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30 人，其中通用性工种不

少于 10 个队参赛。二类竞赛参照执行。 

（二）其它类别劳动和职业技能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一般由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部分组成，具体权重

和内容由各项目竞赛主办单位自行制定。 

三、奖励办法 

（一）个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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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级一类劳动和职业技能大赛，取个人名次前三名，由大赛

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物质奖励；各工种第一名的选手，按

程序申报“淮北市五一劳动奖章”，符合条件的，推荐参加淮北市

“相城工匠”评选。 

2.市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前三名的选手由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授予“淮北市技术能手”。市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各工种

第一名择优推荐参加“淮北市技术能手”的评选。 

3.市级二类劳动和职业技能竞赛中涌现出的特别优秀选手，

择优推荐参加“淮北市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 

（二）技能晋级 

1.职业技能竞赛中，对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职业（通用

工种）相关的赛项，优胜选手符合下列条件且知识理论和操作技

能成绩均合格的，晋升相应职业资格，涉及的职业（工种）没有

相应等级的，最高晋升至本职业（工种）现有最高等级职业资格。 

2.市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各赛项前三名、市级二类职业技能

竞赛各赛项前二名、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

格的，可晋升技师职业资格。 

3.市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各赛项排名前 30%（前 3名除外）、

市级二类职业技能竞赛各赛项排名前 20%（前 2 名除外），根据

命题层级，晋升相应等级职业资格。 

（三）团体奖和优秀组织奖 

市级一类劳动和技能竞赛根据参赛代表队的数量，设团体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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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个，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对本次大赛组织和承办工作贡献

突出的单位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四）示范性劳动竞赛 

重点工程劳动竞赛和脱贫攻坚劳动竞赛活动中，涌现出成绩

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符合条件的，授予市五一劳动奖状、奖

章，市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全市劳动和职业技能大赛活动顺利进行，由市劳动竞

赛委员会、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及各项

赛事承办单位共同组成大赛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

负责大赛的协调与日常组织工作，各相关单位负责制定具体实施

细则，做好赛事有关工作。 

五、相关要求 

1.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照通知精神，本着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严格标准，严明纪律，确保大赛赛出水平。市级一

类劳动和技能竞赛项目的各承办单位，负责制定和实施单项竞赛

的具体方案，经组委会审核后实施比赛；其它类别劳动和技能竞

赛项目的主办单位，应在赛前半个月报比赛活动安排，活动结束

后，及时将活动总结和有关图片资料报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

部。邮箱：hbzghjjb@126.com。联系电话：3021532。 

2.周密部署，确保安全。要把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赛场管理。

各级组委会要制定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确保大赛有序、安

mailto:hbzghjj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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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进行。 

3.广泛宣传发动。各单位要积极争取党政领导重视和支持，

建立起党政领导、工会牵头、各方配合、合力推进的劳动和职业

技能竞赛工作格局。鼓励和发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要通过多种

形式深入宣传劳动和职业技能竞赛，及时报送比赛信息，营造竞

赛氛围，展现选手风采。 

 

附件：1. 2019 年淮北市劳动竞赛项目一览表 

2. 2019 年淮北市职业技能竞赛项目一览表 

 

 

淮北市劳动竞赛委员会           淮北市总工会   

 

 

                            淮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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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淮北市劳动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 竞赛时间 承办单位 类别

1 重点工程劳动竞赛 在十大重点建设工程开展“三保一创”活动 7月-11月 市发改委、市总工会

2 脱贫攻坚劳动竞赛 在脱贫攻坚九大工程中，开展“四比双争”活动 全年 市扶贫开发局、市总工会

3 第三届全市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中小学各学科教学比赛 5月 市教育局

4 全市职业技能竞赛窗口岗位技能竞赛 理论与实际操作 6月 市人社局

5 全市网络技术比武
网络入侵检测、防火墙、数据加密、系统安全等网络
技术比武

10月 市公安局

6
全市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查实战
比武

现场勘查程序规范和痕迹物证发现提取能力 6月-7月 市公安局

7 全市公安机关创新创意技能大赛 警务创新技能 5月 市公安局

8 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电视大赛 理论知识模拟实践技能 10月 市卫健委

9
国家税务总局淮北市税务局岗位业务
比武

税收业务 10月 市直机关工委

10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知识技能竞赛

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 10月 人行淮北中支

11
开展危险有害因素辩识及事故隐患排
查理论培训与技能竞赛

组织一线单位岗位员工开展危险有害因素辩识及事故
隐患排查理论培训学习与技能竞赛

6月 市经信局

12 全市儿科危急重症病例 疑难危重儿科病例救治演示 5月 市卫健委

13 全市孕期保健服务技能 孕期保健服务技能竞赛 9月 市卫健委

14 儿童保健岗位技能大赛 全市儿童保健医生理论水平及操作技能竞赛评 10月 市卫健委

15 中药鉴别知识大赛 中药鉴别理论+实践 10月 市卫健委

16
计算机办公打字比赛；办公计算器算
数比赛；办公自动化比赛

打字技能；计算技能；办公自动化 10月-11月 市直机关工委

示范性劳
动竞赛

市级一类
劳动竞赛

市级二类
劳动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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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 竞赛时间 承办单位 类别

17 全市公安机关科所队领导比武竞赛
法律知识、信息化实战应用、武器使用、体能、指挥
能力

5月 市公安局

18 全市公安机关最小作战单元比武竞赛 常见警情处置和暴力犯罪警情处置 10月 市公安局

19 全市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处置技能竞赛 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处置 5月-6月 市公安局

20 全市公安机关教学技能竞赛 业务理论兼职教官和警务实战技能小教员现场教学 7月 市公安局

21 服务之星劳动竞赛 阳光公司、濉溪公司、市场室、电费室、计量室 4月-9月 淮北供电公司

22 客户服务技能竞赛 阳光公司、濉溪公司、市场室、电费室、计量室 5月-7月 淮北供电公司

23 财务ERP信息系统业务竞赛 财务ERP信息 8月 72处

24 物资采购管理业务竞赛 物资采购管理 8月 72处

25 配电技能竞赛 理论知识和实际 6月 濉溪县

26 全区叉车技能竞赛 叉车作业技能 9月-10月 相山区

27
全区货运物流行业“安全行车”技能
竞赛

货运物流行业安全行车里程、时间等 11月-12月 相山区

28 区检察文书技能竞赛 检察院文书制作、公文写作等技能 5月 相山区

29
杜集区第五届“林光杯”非公企业职
工技术比武活动

1.机械制造比武项目：（1）普通车床（2）数控车床
（3）电焊（4）行车（5）钳工（6）叉车
2.纺织类比武项目：（1）粗纱（2）细纱（3）并条

5月-10月 杜集区

30 第三届杜集区青年教师技能大赛 中小学各学科教学比赛 5月 杜集区

市级二类
劳动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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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淮北市职业技能竞赛项目一览表 

 

 

 

 

 

 

 

 

 

 

 

 

 

 

序号 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 决赛时间 承办单位 类别

1 全市货运行业驾驶员技能竞赛 理论考试，故障排除、安全驾驶、节能减耗等技能 10月 市交通运输局

2 全市叉车工技能竞赛 理论与操作技能 6月 大唐淮北发电厂

3 全市保安员技能竞赛 理论与实际操作 6月 市直机关工委

4 全市煤炭行业综掘机维修电工技能竞赛 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 9月
市能源化学工会、

淮北矿业集团

5 全市水质化验工技能竞赛 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 8月 市住建局

6 全市砌筑工技能竞赛 理论与实际操作技能 9月 市住建局

7 全市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技能竞赛 理论与实际操作技能 6月
淮海实业集团、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全市电梯维保作业人员职业技能竞赛 理论与实际操作技能 10月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9 全市茶艺师技能竞赛 理论与实际操作 9月 淮北技师学院

10 全市农机职业技能大赛 农机操作技能 9月 市农业农村局

11 全市粮油保管员、质量检验员技能竞赛 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 5月 市发改委

12 全市“黄金矿业杯”技能竞赛
设备（机械）、电气维修技术，铲车驾驶故障诊断、
维修及相关知识培训与技能竞赛

8月
市经信局、安徽太平

矿业公司

13 全市“陶铝风采杯”技能竞赛 原料混合操作比赛、焊工、车床操作、模量测量比赛 5月 市开发区

市级
一类
职业
技能
竞赛

市级
二类
职业
技能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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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 决赛时间 承办单位 类别

14 新生儿复苏技能操作 理论知识模拟实践技能 10月 市卫健委

15
煤矿安全仪器监测工、综采维修电工、钻机
工

理论和实操技能 6月 淮北矿业集团

16
安监员、采煤机司机、综掘机司机、井下维
修电工、安全仪器监测工、瓦斯检测工

理论和实操技能 7月-11月 皖北煤电集团

17
第三届测量工大赛、第一届预算技能大赛、
第一届电工技能大赛、第一届内训师技能大
赛

测量专业、预算专业、电工专业、培训师 9月-10月 中煤矿建集团

18
车工、电焊工、电工、起重工、行车工、大
车司机

各工种理论与实践操作 7月-9月 淮海实业集团

19
燃气管道维修工技能比武；淮北华润燃气安
检技能比武；淮北华润燃气燃气维修员技能
比武；淮北华润燃气保险销售技能竞赛

PE燃气管道碰接、维修的理论知识、实际操作；安检
作业标准化；表具安装、通气点火作业标准化；保险
理论与实际销售

5月-11月 市住建局

20 临床病理技术操作 临床病理检验技能操作竞赛 11月 市卫健委

21 市气象预报业务技能竞赛 气象预报业务理论 5月 市直机关工委

22
开关类检修技能竞赛；台区线损治理技能竞
赛

服务行业理论与实践 5月-12月 淮北供电公司

23
系统图及规程竞赛；设备检修技能竞赛；运
行调整技能竞赛；运行调整技能竞赛

发电部运行人员背画系统图；现场巡检质量竞赛；发
电部氨耗量比武；制粉单耗计算比赛

4月-11月 国安电力

24
深度配煤掺烧技能竞赛；660万千瓦机组仿
真技能大赛；钳工技能大赛；叉车操作技能
大赛

深度配煤掺烧劳动竞赛；运行人员660万千瓦机组仿
真技能大赛；开展全厂检修工钳工技能竞赛；开展全
厂起重工叉车技能竞赛

4月-9月 大唐淮北发电厂

市级
三类
职业
技能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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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项目 竞赛内容 决赛时间 承办单位 类别

25 测绘比赛 测量 5月、8月 325队

26 现金服务知识与技能竞赛 现金服务知识与技能竞赛 6月-8月 淮北人行

27
淮北移动2019年“强技能 促转型”技能大
赛

分动力、互联网、传输设备、线路、软交换、无线、
全业务支撑、家客集客装维

7月 淮北移动公司

28 母婴护理技能竞赛 母婴护理 6月 市家庭服务业协会

29
细纱单项操作技能竞赛；新疆员工自络单项
操作技能竞赛；前纺单项操作；设备技能大
赛

操作技能 4月-10月 市开发区、华孚工会

30
金工车间技能竞赛；铆焊车间技能竞赛；装
配车间技能竞赛；挡车工、电焊工技能竞赛

操作技能 4月-10月 市开发区、众泰工会

31
捻线挡车工技能比武；电焊工技能比武；成
品带外包装技能比武

操作技能 6月-10月 市开发区、中意工会

32

质量管理部基础理化检验技能竞赛；提取车
间干燥、包装岗位劳动竞赛；中药饮片车间
技能竞赛；C08车间、液体口服制剂车间岗
位技能竞赛

操作技能 6月-9月
市经信局、华润金蟾

药业公司

市级
三类
职业
技能
竞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