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0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暨“广东技工”羊城行动——

“羊城工匠杯”之客户服务管理员（物业秩序维护方向）

大赛报名表

单位名称

贴相片处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职称/职业资格等级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QQ 号

竞赛等级 从事本岗位工作年限

联系地址/邮编

个人简历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复印材料清单 请附下列证明复印件（A4 纸大小）：

身份证正反面、工龄证明、学历、职业资格证、职称证

相片要求：大一寸白底彩色电子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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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暨“广东技工”羊城行动——

“羊城工匠杯”之客户服务管理员（物业秩序维护方向）

大赛技术文件

一、指导思想

比赛以考察参赛选手的秩序维护能力为核心，考察选手在消防、

体能、队列与防卫技能的综合能力，重点考核对于体能及防卫技能

的能力，关注选手在专业技能与经验的积累，旨在通过竞赛促进选

手提高秩序维护方面的综合技能。

二、竞赛项目及内容

1.竞赛项目：客户服务管理员（物业秩序维护方向）

2.竞赛方式：

（1）个人赛

（2）竞赛设初赛、决赛两个阶段，由理论考试、实际操作两

个环节组成。初赛以闭卷方式考察理论知识，满分 100 分，总分前

60 名者进入决赛环节；决赛以现场展示考察实际操作能力，满分

100 分。

（3）排名以总成绩排列。总成绩=初赛成绩×30%+决赛成绩×

70%。若总分相同，以决赛成绩排名；若总分与决赛成绩皆相同，

则按决赛完成时间排名。

3.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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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闭卷答题的方式进行，竞赛内容以客户服务管理员（物业秩

序维护方向）专业知识（包括基本职业规范知识、法律基础知识、

道路交通勤务基础知识、现场急救基础知识、安全技术防范基础知

识、守护基础知识、安全检查基础知识、人群控制基础知识、巡逻

基础知识）为主。满分为 100 分，竞赛时间为 90 分钟。考试题型

为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

4.实际操作竞赛

实操竞赛的内容是展示消防实操技能、体能项目、队列基本动

作及表演项目。表演项目由防暴队形演示、擒敌拳表演和应急棍表

演组成，参赛选手可以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展示即可，竞赛时间为 30

分钟/人。

序号 分类 比重

1 消防实操技能 50%

2 体能项目 45%

3 表演项目 5%

三、理论考试纲要

1.客户服务管理员（物业秩序维护方向）基本职业规范

（1）职业道德规范

（2）职业礼仪规范

2.法律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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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法律

（2）民事法律

（3）行政法律

3.道路交通勤务基础知识

（1）道路交通勤务概述

（2）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3）道路交通秩序勤务

（4）车辆停放管理

（5）交通指挥手势

（6）车辆登记与证件核对

4.现场急救基础知识

（1）现场急救概述

（2）现场急救技术

（3）常见意外事故的现场急救

5.安全防范基础知识

（1）监控值守

6.客户服务秩序维护员勤务基础知识

（1）客户服务秩序维护员勤务的概念

7.守护基础知识

（1）出入口守护

（2）目标部位守护

（3）强行闯入人员或车辆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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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疑物品的识别

（5）守护目标遭受侵犯的处置

（6）守护目标事故现场的保护

8.巡逻基础知识

（1）巡逻装备和器材的使用

（2）巡逻中紧急情况的处置

（3）巡逻中可疑人员的识别

9.安全检查基础知识

（1）人员检查

（2）物品检查

（3）车辆检查

10.人群控制基础知识

（1）常见问题处理

（2）人员出入证件识别与控制

四、实际操作竞赛内容

（一）消防实操技能

1.穿消防服 50 米干粉灭火器灭火

（1）场地设置：长 50 米，宽 2、5 米。

横线设置：起点线（着装线）、起止线（放置灭火器）、 终点线

（灭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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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器材使用：消防服（含消防头盔、消防服、消防靴、消防

腰带）、灭火器。

（3）考核内容：每支队伍派出一人上台演示，选手将消防器材

装备整理完毕后，站在起点线前报告“器材准备完毕”由 裁判员

上前检查；裁判员检查无误后，下达“开始” 口令，计时开始，

参赛队员开始穿着消防服，随后在起止线提起灭火器跑至 50 米终

点线前进行灭火，当灭完火后举手大声报“好”计时裁 判停表，

上前检查着装和灭火情况并打分。

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比重

1 消防实操技能

1、选手对于消防器材的使用；

2、选手是否正确穿戴消防服装；

3、选手是否能将火完全扑灭；

25%

2 体能项目 1、选手按照要求完成

3 干粉灭火器灭火

1、 未将火扑灭跑至终点的无成绩；

2、 灭火后油盆火复燃的无成绩；

3、操作过程中灭火器或头盔每掉落一次 加 4 秒。

得分（总分 100 分）

注：每支参赛队伍取最后完成的一组为最终时间，各自 根据裁判检查的结果

对扣分项增加相应的秒数，最终每 支队伍得到唯一的时间成绩。参赛队伍中，

第一名为满 分100分，其他队伍按照时间增加的次序依次每名分数递 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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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穿消防服 50 米灭火毯灭火

（1）场地设置：长 50 米，宽 2、5 米。

横线设置：起点线（着装线）、起止线（放置灭火毯）、 终点

线（灭火处）。

（2）器材使用：消防服（含消防头盔、消防服、消防靴、消

防腰带）、灭火毯。

（3）考核内容：每支队伍派出一人上台演示，选手将消防器

材装备整理完毕后，站在起点线前报告“器材准备完毕”由 裁判

员上前检查；裁判员检查无误后，下达“开始” 口令，计时开始，

参赛队员开始穿着消防服，随后在起止线拿灭火毯跑至 50 米终点

线前进行灭火，当灭完火后举手大声报“好”计时裁判停表，上前

检查着装和灭火情况并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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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值

1

整理： 整理

服 装、器

材、装备

1、 灭火器并放置在起点线不计时；

2、上衣必须叠整齐放在地上，腰带对折 平放，否则加 1

秒，位置不限；

3、 整理完毕报告“准备完毕”。

2

着战斗 服：

穿消防 靴、

着消 防服、

系 消防腰

带、戴消

防头盔

1、消防靴、消防服未穿，消防腰带未系、 消防头盔未戴，

出现任何一项即无成绩；

2、踩靴跟加 2 秒（以不露出脚跟为限）；

3、上衣前襟搭扣未扣部分超 5 厘米加 2 秒；

4、 裤子拉链或搭扣未拉加 4 秒；

5、头盔戴反加 4 秒，头盔系带没有系好 加 2 秒；

6、 腰带头没有收进扣环加 2 秒。

3 灭火毯灭火

1、灭火毯 2 次灭火加 5 秒；

2、跑动过程中个人装备及消防器材脱落加 5 秒；

3、未在上风位置进行灭火加 10 秒

4、冲出终点后揭开灭火移后复覆盖后有火苗冒出无成绩;

5、未听到"开始"口令进行操作或未完成全部操作举手"报

告"无成绩。得分（总分 100 分）

注：每支参赛队伍取最后完成的一组为最终时间，各自 根据裁判检查的结果对

扣分项增加相应的秒数，最终每 支队伍得到唯一的时间成绩。参赛队伍中，第

一名为满 分 100 分，其他队伍按照时间增加的次序依次每名分数递 减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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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人两盘水带抛接

（1）场地设置：长 50 米，宽 2、5 米。

横线设置：起点线、分水器线（2 米处）、起止线（3 米 处）、

5 米线（7 米处）、终点线（40 米处）。

（2）器材使用：水枪、分水器、枪头等。

（3）考核内容：参赛队伍以一人一组为单位上台演示，选手 将

消防器材装备整理完毕后，站在起点线前报告“器材准备完 毕”

由裁判员上前检查；裁判员检查无问题后，下达“开始” 口令，

同时三名裁判开始计时。参赛选手在分水器线前取水带和 枪头，

在起止线前抛水带（水带不得超过比赛区域）、接枪头， 走过终点

线大声报“好”所有操作完成后，报告“比赛完毕”计时裁判停表，

上前检查着装并打分。

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值

1

整理： 整理服

装、器 材、装

备

1、水带、水枪自行整理完毕，并放置在 起点线；与

分水器线之间，不计时；

2、 整理完毕报告“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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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水带： 连接

分 水器、

打水带、 接水

枪

1、 水带接头口未接好无成绩；

2、 分水器被拉出起止线无成绩；

3、操作过程中水枪每掉落一次加 4 秒；

4、水带打出边线加 2 秒，打水带时脚过 分水器线加

5 秒；

5、 水带甩出未过 5 米线加 4 秒。得分（总分 100 分）

注：每支参赛队伍取最后完成的一组为最终时间，各自根 据裁判检查的结果

对扣分项增加相应的秒数，最终每支队 伍得到唯一的时间成绩。参赛队伍中，

第一名为满分 100 分，其他队伍按照时间增加的次序依次每名分数递减 1 分。

（二）体能项目

穿着作训服在规定场地内，依次完成 20 米往反跑，20 个俯卧

撑，10 米蛙跳，按用时最少排名记成绩。

（1）场地设置：赛道长 20 米，宽 2、5 米，呈长方形设置。

横线设置：赛道两端分别设横线，在赛道中央 10 米处设蛙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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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在起点位置前 2、2 米设俯卧撑考核区横线。

（2）考核内容：参赛队伍依次参加考试，所有人员均参加，

考生依次按 20 米折返跑、俯卧撑×20、蛙跳 10 米进行考试，中间

不停表，用时最短者优胜，按照 100 分依次递减 1 分排名取分。裁

判员检查无问题后，下达“开始” 口令，同时裁判开始计时，选

手开始考核。当选手按照顺序完成考试，冲过蛙跳终点线后，计时

裁判停表，考核成绩待所有考生完成后按用时最少排名取分，考核

成绩最高 100 分，第二名 99 分，依次递减 1 分，参赛队伍按照参

赛队员成绩总分排名。注：（当出现考生时间分数一样时，进行第

二轮考核，第二轮成绩不参与第一次考核，成绩优胜者取前位排名

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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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值

1 20米往返跑
考生必须单手触摸两端赛道尽头考核区域线，否则

成绩无效。

用时最少者100

分，第二名

99 分，依次递

减 1 分。

2 俯卧撑×20

要求双手撑地，双手之间的距离比肩宽一点，两掌

心之间的宽距不能太窄，肩膀不要超过中指的手指

指尖，诗脚后跟、臀部以及后脑勺保持在一条直线

上。

3
十米

蛙跳

要求两脚分开成半蹲，上体稍前倾，两臂在体后成

预备姿势，考核过程中双手不能触地，则成绩无效。

得分（最高分 100 分）

注：考核成绩待所有考生完成后按用时最少排名取分，考核成绩最高

100 分，第二名 99 分，依次递减 1 分，参赛队伍按照参赛队员成绩总

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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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演项目（四选一）

1.防暴队形演示

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值 得分

1
盾墙（单

排人 墙）

一，三分队向右转，二，四分队向左 转，按一，三；

二，四的顺序迅速跑 步至指定位置。

横队站立，成挽臂或单手加强阻拦队 形（持警棍盾

牌成预备式，盾牌之间 不留间隙），面对闹事人群。

口令下达为：全员注意，前方 xxx 米 处，成人（盾）

墙队形散开。

要求：指挥正确、队员动作迅速、队 形稳固

30

2
盾墙 防

护

当前方遭闹事人群投掷酒瓶、石块 等，采取盾墙防

护进行防护，前排队 员持盾牌下蹲，盾牌置于体前

与地面 垂直，后排队员持盾牌在前排队员后 站立，

成 45 度搭载前排盾牌之上， 不留间隙。

口令下达为：全员注意，盾墙防护。 要求：指挥正

确、队员动作迅速、队 形稳固

30

3

前/ 后三

角队

形

将人群向多个方向驱散。在横队队形 的基础上，中

间队员前移成前弧形， 队员持警棍盾牌，成警戒式。

口令下达为：前方 xxx 米处成前/ 后三角形队形一

一散开。

要求：指挥正确、队员动作迅速、队 形稳固
40

得分（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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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擒敌拳表演

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值 得分

1 预备 姿势

在立正的基础上，听到“擒敌拳 预备”的口令后身体左

转成格斗势。 要求：撤步、提拳、转头同时到位，精 神

振奋，动作迅猛。

5

2 贯耳 冲击

前进步的同时，双拳贯耳，两拳与太 阳穴同高相距 20

厘米，随即右冲膝； 右脚向前落步成右弓步的同时，右

肘 前击与肩同高，左手成立掌前推右掌 面，两眼目视

前方。

要求：垫步抓腕快，右膝前冲猛，落步肘击狠。

5

3 抓腕 砸肘

左脚在右脚后垫步，成右弓步的同 时，左手成八字掌虎

口朝前，掌心向 下，右臂向后伸直，上体正直；随即 左

后转体成左弓步的同时，左手变拳 收于腰际，拳心朝上，

右手握拳，右 小臂在胸前下砸与左膝同高，距左拳 30

厘米，目视砸肘方向。

要求：垫步抓腕快，转体砸肘猛。

5

4 挡臂 掏腿

右后转身成右弓步的同时，右手臂上 格挡，左拳收于腰

际；随即，左脚向 前上步成左弓步的的同时，右手成插

掌前插与腰肋同高；随后，右手变勾 收于右腹前，左手

成立掌前推与胸同 高，目视前方。

要求：转身外挡快，上步抱腿准，转体推胸猛。

5

5 砍肋 击胸

左脚收回成左虚步的同时，双手变拳 砍肋，掌心向上，

肘收于腰际与腰同 高：随即右脚上步成右弓步的同时，

双拳由腰际向前击出，与腹同高，两 拳相距 20 厘米，

拳心朝下。

要求：虚步砍肋狠，弓步击腹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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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缠腕 冲拳

右脚收回成右虚步的同时，左手抓握 右手腕置于左腹

前，右手成虎掌；随 即，右脚在左脚后垫步成半马步，

右 手翻腕移至右腹前，右手成八字张外 切；随后，左

手成八字掌前挡，右拳 收于腰际；重心前移成左弓步的

同 时，右拳向前击出与肩同高，左拳收 于腰际，目视

前方。

要求：缠腕迅猛，冲拳快捷。

5

7 上架 弹砍

右脚上步成右弓步的同时，双臂上 架，左臂在外；接左

弹踢；左脚落步 成左弓步的同时，右手变掌向前砍击 与

喉部同高，目视前方。

要求：上架有力，弹踢迅猛，砍击到 位。

5

8 接腿 涉摔

左脚前进步，右脚自然跟进成右抄 抱；随即，左手抓握

右手腕，右手变 拳拳面朝上；右脚右后撤步成左仆步 的

同时，双手由两膝前划过后拉，右 小臂立起，右拳距太

阳穴约 20 厘米， 目视前方。

要求：进步接腿准，撤步涉摔快。

5

9 横踢 鞭打

右脚在左脚后垫步的同时左横踢腿；左脚落步的同时接

右鞭拳，目视前 方；随即左后转身 180°成格斗势。 动

作要求:垫步横踢快,转体鞭打猛。

5

10 直摆 勾击

左脚进步的同时左直拳：接右摆拳； 接左勾拳；目视前

方。

要求：进步快捷，拳击迅猛。

5

11 抱腿 顶摔

起左脚前蹬；右脚落步成右弓步的同 时双手变掌前插与

膝同高，两掌心相 对约 30 厘米；随即右肩向前顶，两 收

后拉置于腹前成虎拳，目视前下 方。

要求：起脚前蹬猛，抱腿顶摔快。

5

12 绊腿 抡摔

右脚进步，左脚自然跟进成左抄抱； 随即左脚在右脚后

背步右脚扬起；左 后转体成左弓步的同时，右脚后绊，

左拳护于额前，右手变八字掌由胸前 抡摆置于左胸前

20 厘米处，目视前 下。

要求：进步抄抱快，背步绊腿猛，转 体抡拳狠。

5

19



13 格挡 勾拳

右后转身 180°成右弓步的同时右格 挡，左拳护于额

前：接左弹踢：左脚 落步的成骑龙步同时接右勾拳，

目视 前方。

要求：转身格挡快，起脚弹踢猛，落 步勾拳狠。

5

14 侧踹 下砸

右脚在左脚后垫步的同时，起左脚侧 踹；左脚前落

步成骑龙步的同时，右 肘在胸前下砸与左膝同高，

目视前 下。

要求：侧踹迅猛，下砸狠。

5

15 马步 侧击

提右膝上防，左手立掌前插掌心朝 上，右拳后拉抬

平与肩同高；右脚向 前落步成马步的同时，左拳上

架，右 拳向前击出与肩同高拳心朝左，目视 前方。

要求：左脚独立稳固，马步侧击迅猛。

5

16 提膝 前戳

提左膝上防，左拳护于额前，右拳护 于腹前;右脚在

左脚后垫步成半马步 的同时，左小臂左下格挡，右

手成插 掌收于腰际；重心前移成左弓步的同 时，左

拳收于腰际，右掌前戳于喉部 同高，目视前方。

要求：提膝防守快，垫步前戳狠。

10

17 摆勾 冲膝

左脚进步的同时接左摆拳；接右勾 拳；随即两掌变

八字掌前插，于肩同 高，两收下拉的同时右冲膝；

右脚落 歩，左后转体 180°成格斗势。

要求：拳击快捷，冲膝迅猛，转体到 位。

10

18 结束 式
身体向右转的同时，两拳收于腰际， 右脚靠拢左脚

恢复立正姿势。
5

得分（总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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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棍表演

序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值 得分

1 劈击 弹踢

在预备姿势的基础上，两手换把，将 棍置于右胸前，

左脚向前上步成弓步 的同时，向前劈击；起右脚弹

踢将棍 身斜置于右胸前；右脚向后落地成为 左弓

步的同时，两手握棍向前劈击， 棍梢端与眉同高；

目视攻击方向。

10

2 拨盖 挑击

在第一动的基础上，左脚成虚步，两 手滑把，用棍

把端由右至左下拨档；左脚向前上步成右弓步的同

时，左手 换把抓握棍梢端 10 厘米处，两手协 力用

棍把端由上向下盖击成右弓步；左脚向前上步成马

步，双手滑把抓握 棍把端和棍中端，用棍梢端由下

向上 挑击，棍梢端与肩同高；目视攻击方 向。

10

3 扫崩 挑击

在第二动的基础上，左手换把，抓握 棍中端两手协

力由右至左横扫棍把 端置于左腋下；右转体的同

时，向右 崩击，棍身与肩同高；左脚进步成跪 步

的同时，由下向上挑击，棍把端与 眉同高。

10

4 扫盖 劈颈
左脚上步成弓步的同时下扫棍，棍梢 端向前扫击；

右脚上步左后转体盖 棍；左脚向右后上步成弓步的

同时劈 棍，棍把端紧贴腰际，棍梢端与眉同高。

10

5 戳踹 劈头

右脚在左脚后插步。右手抓握棍梢 端，将棍身平置

于胸前，用棍把戳击 敌腹部；起左脚侧揣敌胸部，

棍身斜 置于右胸前；左脚落地成左弓步的同 时，

向前劈击。棍把端紧贴于腰际， 棍梢端与眉同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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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扫腿 崩击

双手将滚举过头顶，右后转体的同 时，左脚向后撤

步成右弓步下扫棍； 左后转体的同时，左手换把抓

握右手 前方，由右至左横扫，棍把端左腋下 成左

弓步；向右转体成左虚步的同 时，由左向右崩击，

棍身与眉同高。

10

7 架踢 劈击

左脚向前上步成左弓步的同时，握棍 上架；起右脚

向前弹踢的同时将棍斜 置于右胸前；右脚落地左脚

上步成左 弓步劈击，梢端与眉同高。

10

8 扫蹬 戳胸

右脚上步成马步的同时，滑把用棍把 端扫击敌腰

部，右转体右弓步的同 时，滑把用棍梢端扫击敌腰

部；左脚 上步双手握棍向左格挡，起右脚前 蹬，

收棍于左胸前；右脚落地成弓步 的，用棍把端向前

戳击，棍身紧贴胸 前与肩同高。

10

9 拨蹦 击肋

左脚上步成左弓步劈击；向左转体成 虚步，用棍梢

端向下侧拨格；右脚上 步，两手换把，用棍梢端向

前下崩击敌手腕成马步；左脚向前上步成马步 的同

时，滑把用棍把端扫击敌肋。右手握棍梢端于腰际，

左手抓握棍中端。

10

10 抡扫 摔击

上右脚两手换把，右手在左手前抓握 棍把端，背棍

于右肩上，由右向左抡 扫将棍背于左肩；后由左上

向右后扫 击，成弓步；左脚*拢右脚同时屈膝， 向

前上跃起，成左扑步摔棍；两手换 把，左手抓握把

段，右手抓握棍中端， 右脚上步成弓步向前劈击，

梢端与眉 同高。

10

得分（总分 100 分）

4.队列基本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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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评分项目及标准

分

值

得

分

1
立正

稍息

1、分开约 60 度，两腿夹紧；2、五指并拢，中指紧贴于裤缝；3、挺胸

收腹，身体微向前倾；4、头要正，颈要直，口要闭，两眼向前平视；

E、稍息时左脚向前迈出全脚的 2/3 ， 两腿挺直，上体保持正直。

10
2

向右

看齐

1、头向左 ( 右)摆动 45 度；2、脚用小碎步前后左右移动至与左 ( 右) 者

看齐；3、不能低头或仰头

3

整理

着装

报数

1、向右迅速摆头 45 度，口号哄亮联序；2、着装整齐，动作准确到位，

有节奏。

4

停止

间转

法

1、以右（左）脚跟为轴，右（左）脚跟和左(右)脚掌前部同时用力，使

身体协调一致向右（左）转 90 度，体重落在右（左）脚，左（右）脚取

捷径迅速靠拢右（左）脚，成立正姿势。2、转体迅速，两腿挺直，靠脚

有力，上体保持立正势。

10

5

敬礼

与礼

毕

1、上体正直，右手取捷径迅速抬起，五指并拢自然伸直，中指微接帽檐

右角前约 2厘米处，手心向下，微向外张（约 20 度），手腕不得弯曲，右

大臂略平，与两肩略成一线；

2、敬礼时，身体正直，口要闭，目视受礼者。
10

6 跨立

1、左脚向左跨出约一脚之长，两腿挺直，上体保持立正姿势，身体重心

落于两脚之间；

2、两手后背，左手握右手腕，拇指根部与外腰带下沿或者内腰带上沿同

高；右手手指并拢自然弯曲，拇指贴于食指第二节，手心向后。3、抬头

挺胸，头要正、颈要直；4、立正时收手同时收脚，动作迅速协调一致，

身体恢复立正姿势。

10

7 齐步

1、两脚正直迈出，按照先脚跟后脚掌的顺序着地；2、五指合并，四指微

屈，拇指贴于食指第二关节；3、两臂自然前后摆动，离身体约 30 厘米；

4、立定时两腿挺直，右脚迅速靠拢左脚，成立正姿势。5、行进速度每分

钟 116－122 步。

20

8 跑步

1、两手握拳，提于腰际，两腿微弯，身体前倾；2、两脚正直向前跃出，

按照先前脚掌后脚跟的顺序着地。跑步时目视前方上体正直，两臂前后自

然摆动，前摆稍里合，两拳内侧各距衣扣线约 5厘米；3、跑步立定；4、

行进速度每分钟 170－180 步。

20

9 正步

1、左脚向正前方踢出约 75 厘米，腿要绷直，脚尖下压，脚掌与地面平行，

离地面约 25 厘米，适当用力使全脚掌着地，同时身体重心前移，右脚照

此法动作；

2、上体正直，微向前倾；手指轻轻握拢，拇指伸直贴于食指第二节；向

前摆臂时，肘部弯曲，小臂略成水平，手心向内稍向下，手腕下沿高于外

腰带扣中央约 10 厘米处，离身体约 10 厘米；

3、向后摆臂时左手心向右、右手心向左，手腕前侧距裤缝线约 30 厘米。

4、行进速度每分钟 110－116 步。
20

实 际 得 分（总分 100 分）

23



24

五、竞赛细则

1.竞赛规则

（1）理论考试

①答题用的稿纸由现场工作人员统一发给，选手不得自

带任何资料进入赛场。

②选手在竞赛试卷上规定位置填写选手证号。试卷其它

位置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或符号，否则取消成绩。

（2）实际操作竞赛

①选手参加操作技能竞赛前，须按组委会指定时间熟悉

竞赛场地。

②选手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上午参加比赛的选手应在

待考室内等待比赛，完成比赛后去休息室休息，待下午选手

进场待考后才能统一离开赛场。

③竞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饮水或去洗手间。

④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向裁判员报告完成作业。

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在工

位等待，由引导员引导离开赛场。

⑤作业时间到后，未完成作业的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

由工作人员进行场地、设备复位。

2.赛场规则

（1）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

证件，着装整齐。

（2）各赛场除现场裁判、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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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组委会允许，

并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竞赛进行。

（4）各参赛队的领队、指导老师以及随行人员不得进

入赛场。

3.成绩评定方法

（1）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裁判组负责。

（2）理论知识竞赛由评分裁判员根据评分标准统一阅

卷、评分与计分。

（3）实际操作竞赛成绩由裁判员现场按照评分标准进

行评分。

（4）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

项成绩的累加排定，其中理论知识占 30%，操作技能占 70%。

当出现成绩相同时，按操作技能成绩的高低来排列。总成绩

相同且操作技能成绩也相同以两项实操项目总用时短的名

次在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取相同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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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愿参加活动责任书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暨“广东技工”

羊城行动——“羊城工匠杯”智能楼宇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并签署

本责任书。

一、本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包括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高血

压、脑血管疾病、心肌炎、其他心脏病以及其他不适合参加本次活动

的疾病），因此我郑重声明，本人已为参加活动做好充分准备，可以

正常参加本次活动。

二、本人愿意遵守本次活动的所有规则规定，如在活动过程中发

现或注意到任何风险或潜在风险，本人将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三、本人同意接受主办方、执行方在活动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

质的医疗治疗，但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保险及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参加本活动提供的个人信息、照片、声像等资料真

实有效，如提供虚假、失真的个人信息，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诉所有内容予以确

认并自愿签署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注：此《自愿参加活动责任书》在初赛和决赛时都具有同等效力。

本人签名： （加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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