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人社函〔2022〕181号

关于做好 2022年广东省行业企业
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2〕42号）转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为充分激发职业技能竞赛效能，加

快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今年我

厅决定举办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技能大赛和广东省第

二届“南粤家政”技能大赛 2项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同时组织

开展省级二类职业技能赛事，包括 98项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和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省选拔赛。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2022年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1+9”部署，以产业为

导向，以更高质量就业为目标，以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

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为抓手，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

主题，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建设技能型社会，为推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

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

辉煌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二、主要内容

1．广东省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 98个项目（详见附件 2）；

2．部分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广东省选拔赛。

我厅将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工作安排，结合我省实际，会同有关单位组织部分全国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广东省选拔赛，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三、奖励措施

优胜选手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金银铜牌（或一、

二、三等奖）和优胜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奖励措施，根据《广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

办法〉的通知》（粤人社规〔2022〕12 号，以下简称《省竞赛办

法》）有关要求落实；其中，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主办单位按照

关于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有关规定发放。

四、工作要求

（一）规范有序开展竞赛活动。各竞赛主办单位要切实扛起

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省竞赛办法》和技能竞赛有关工作指引（另

文印发）开展竞赛工作，切实提高竞赛技术质量。要科学制定竞

赛实施方案并及时报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审核，要大力发动、

广泛动员广大职工、学生积极参赛，确保竞赛规模和参赛面。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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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实施方案未按规定进行报送或未公开发布竞赛通知接受社会人

员报名的，其赛事不纳入我厅相关奖励范围。

（二）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各竞赛主办单位要按照

“谁举办、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原则，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

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认真制定防疫、卫生、安全应急预案，明确

专门机构和责任人，落实公共卫生、消防、人身等安全责任，确

保各项竞赛活动科学稳妥、安全有序开展。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

求，适量控制竞赛规模，通过初赛、复赛等形式，控制决赛人数

原则上不超过 70人。

（三）大力做好宣传工作。各竞赛主办单位要加大赛事宣传

力度，统筹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过制作短视频、宣传画、

动漫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重点挖掘竞赛选手赋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在新产业新业态奋勇争先事迹，展示广东技工与

广东制造共同成长的发展变化，讲好技能改变命运的故事，进一

步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四）认真做好总结工作。各竞赛主办单位要认真做好职业

技能竞赛工作总结，竞赛结束后应将成绩公示 5个工作日，并在

公示无异议后 10个工作日内将竞赛工作总结、职业技能竞赛情况

表、竞赛获奖选手情况表和经裁判签名确认的竞赛成绩汇总表等

相关材料按照技能竞赛有关工作指引分别报至我厅职业能力建设

处和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办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资料

交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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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一）广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联系人：赖秀珍

电 话：020-83335373

电子邮箱：rst_zjc@gd.gov.cn

（二）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

联系人：邢诗丹、黄伟白、吴权

电 话：020-83185954、83389419、83185010

电子邮箱：jnzx_jnjs@gd.gov.cn

附件：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2年全国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2〕42号）

2．广东省 2022年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表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2年 6月 23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5—

附件 1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附件 2

广东省 2022 年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表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赛时间

1 广东省刑事技术职业技

能竞赛
广东省公安厅 DNA技术实战应用 高级工 屈海涛 13902332033 2022年 11月

2 广东省第六届测绘地理

信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不动产测绘员 高级工 李土旺 13570038003 2022年 10月

3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员 技师 史红杰 02083133617 2022年 8-10月

4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公

路养护工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公路养护工 高级工 林猛光 18818850561 2022年 10月

5 广东省水利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
广东省水利厅 水土保持治理 高级工 王鹭松 13632337413 2022年 10月

6
广东省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技术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快速检测技术（禽类产品、水

产品、种植业产品）
技师 李 明 13660052613 2022年 8月

7 广东省护理行业临床急

救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急救护理技术 高级工 王璐英 13632461579 2022年 9月

8 广东省检验检测员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 技师 陈嘉敏 02038835230 2022年 8-10月

9 广东省体育行业游泳救

生员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体育局 游泳救生员 高级工 南永辉 13811469765 2022年 10月

10 广东省地勘行业安全生

产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地质局 安全生产 高级工 朱良庆 13929568990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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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赛时间

11 广东省第二届消防员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消防员 技师 徐嘉文 18899894486 2022年 7月

12 广东省第七届公共气象

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气象局 公共气象服务 技师 张春霞 020-87672405 2022年 11月

13
广东省信息通信行业第

四届网络安全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技师 陆冠明 13302336996 2022年 8月

14 广东省反假货币知识与

技能职业技能竞赛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反假货币知识与技能 高级工 徐豫红 13808862938 2022年 8-9月

15
广东省第 11届“金锚杯”
海员职工潜水员职业技

能竞赛

中国海员工会广东省委员

会
潜水员 高级工 周士超 13316171718 2022年 10月

16
广东省核电厂振动故障

分析与诊断职业技能竞

赛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振动故障分析与诊断 技师 孙领隆 18566280692 2022年 11月

17 广东省铁路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
铁路电力线路工 高级工 姜拥军 13609792716 2022年 8-10月

18 广东省大型水电机组检

修职业技能竞赛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

限公司
水电机组检修 技师 赵补石 13926169253 2022年 9月

19 广东省电力无人机巡检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电力无人机巡检 技师 谢文琼 13760704476 2022年 9月

20 广东省通信技控职业技

能竞赛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分公司
技控技术应用 技师 李晓荣 13302331122 2022年 10月

21 广东省 5G无线网及垂直

行业网络职业技能竞赛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

限公司
5G无线网及垂直行业网络 高级工 方坤明 13802881080 2022年 10月



—18—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赛时间

22 广东省 5G技术应用职业

技能竞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广东省分公司
5G技术应用 高级工 冯海强 13392083332 2022年 11月

23 广东省软件测试职业技

能竞赛

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分公司
软件测试 高级工 张泽光 15837373758 2022年 11月

24 广东省通信网络技术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

公司
通信网络技术 高级工 邓华坤 13760805576 2022年 9月

25
广东省烟草物流职业技

能竞赛暨烟草行业物流

竞赛选拔赛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
烟草物流 技师 黄景崇 13922203961 2022年 7月

26
广东省核电厂仪控设备

检测与三级维修职业技

能竞赛

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 仪控设备检测与三级维修 技师 刘 鹏 18128877458 2022年 9月

27 广东省管工职业技能竞

赛
广船国际有限公司 管工 高级工 余泽鑫 13751722688 2022年 8-10月

28 广东省钳工职业技能竞

赛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

司
钳工 高级工 胡丽芳 13570352975 2022年 8-9月

29 广东省冶金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

司
棒、线轧制技能 高级工 何东兴 13826353836 2022年 9月

30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安装

（机器人操作方向）职业

技能竞赛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装配式建筑结构安装工 高级工 杨显琴 18675214813 2022年 9-11月

31 广东省首届家电制造职

业技能竞赛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空调器制造 高级工 熊素麟 18926128036 2022年 8-10月

32 广东省燃气轮机值班员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燃气轮机值班员 高级工 陈建华 18925102055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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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赛时间

33 广东省物流服务师职业

技能竞赛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
物流服务师 技师 林 晨 13826074353 2022年 8月

34 广东省移动轻应用开发

职业技能竞赛

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云计算技术与运用 高级工 梁斌 18520269666 2022年 8-9月

35 广东省接触网工职业技

能竞赛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接触网工 高级工 谢永铖 13570279520 2022年 10月

36 广东省工业视觉检测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工业视觉检测 高级工 吴洪然 13602731161 2022年 11-12月

37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焊接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
工业机器人焊接 技师 林家媚 13433905653 2022年 12月

38 广东省评茶员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高级评茶师学会 评茶员 高级工 张 蕾 13560235425 2022年 10月

39 广东省工业互联网技术

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高性能计算学会 工业互联网与工业大数据应用 高级工 郑 飞 15807552930 2022年 10月

40 广东省 CAD图形设计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工程图学学会 CAD机械设计 高级工 张续冲 15989034740 2022年 8月

41 广东省数字孪生与工业

仿真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工业软件学会 数字孪生与工业仿真 高级工 刘冬宁 15322378506 2022年 11月

42 广东省工业固体废物处

理处置工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环境科学学会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 技师 王丽燕 13560378603 2022年 8-9月

43
广东省糖艺/西点制作

（西式面点师）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食品学会 糖艺/西点制作 高级工 彭红梅 18820077086 2022年 8-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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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赛时间

44 广东省第四届眼视光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视光学学会 眼镜验光员 技师 梁顺萍 13392689709 2022年 9月

45
广东省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员（信息安全与数据

恢复）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信息安全与数字恢复 高级工 余和青 18688892798 2022年 8月

46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技术技能竞赛
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 技师 刘奕华 13802960023 2022年 12月

47 广东省智能汽车座舱测

试装调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汽车工程学会 智能汽车座舱测试装调 高级工 刘 毅 13560346720 2022年 8月

48 广东省第二届宠物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畜牧兽医学会 宠物美容 高级工 吴 婧 15802021242 2022年 9月

49 广东省酒类行业葡萄酒

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酒类行业工会联合

会
葡萄酒品酒师 高级工 陈兴武 13826453992 2022年 11月

50 广东省汽车行业冲压工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汽车行业协会 冲压工 技师 林春波 15899959923 2022年 8月

51 广东省电力行业继电保

护员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电力行业协会 继电保护员 技师 谢红丹 13802434095 2022年 11月

52 广东省茶艺师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 茶艺师 技师 张黎明 13660071506 2022年 11月

53
广东省“平安城市-智慧

守护”智能安防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

协会
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 高级工 莫丽诗 13760805826 2022年 8月

54 广东省“闯越杯”电子商

务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直播销售员 高级工 梁玲玲 18144865695 2022年 9-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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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竞赛时间

55 广东省腐蚀控制工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防腐蚀协会 腐蚀控制工 高级工 王华洁 13808871206 2022年 8-11月

56 广东省纺织行业纬编工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纺织协会 纬编工 高级工 刘英丹 13560345215 2022年 12月

57 广东省人工智能开发员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软件行业协会 人工智能训练师 高级工 张佩珊 13690645060 2022年 8月

58 广东省装饰装修（镶贴）

工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装饰装修（镶贴）工 高级工 王卫国 13822260102 2022年 10月

59 广东省轨道交通信号技

术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交通运输协会 轨道交通信号工 技师 冼宇坚 13678983384 2022年 10月

60 广东省污水处理工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污水处理工 高级工 神芳丽 13631360632 2022年 10月

61 广东省吉他制作职业技

能竞赛
广东省乐器协会 吉他制作 技师 马懿玫 18620923684 2022年 10月

62 广东省农村电商职业技

能竞赛
广东省农村电子商务协会 视频创推员 高级工 何诗蔓 13378689483 2022年 9-11月

63 广东省信创职业技能竞

赛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计算机运维 高级工 成珍苑 15360402627 2022年 10月

64 广东省无人机人工智能

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无人机行业协会 无人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高级工 肖 勇 13760626508 2022年 10月

65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师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 跨境电子商务师 高级工 胡 梅 13924185129 2022年 9月

66 广东省眼镜视光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眼健康协会 眼镜定配工 高级工 林倬生 15915916126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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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广东省企业培训师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职业能力建设协会 企业培训师 高级工 霍立国 13428881008 2022年 11月

68
广东省高端制造（复杂零

部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

育协会
复杂零部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技师 李若梨 13422090002 2022年 11月

69 广东省燃气行业燃气管

网运行工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燃气协会 燃气管网运行工 技师 梁义明 13924033532 2022年 9-10月

70 广东省环境卫生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 生活垃圾焚烧操作工 高级工 伍琳瑛 13580598371 2022年 8-10月

71 广东省装配式建筑施工

员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建设工程绿色与装

配式发展协会
装配式建筑施工员 高级工 吴薇莉 13609026325 2022年 10月

72 广东省焊工职业技能竞

赛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 焊工 高级工 谭耀强 13923393988 2022年 11月

73 广东省玉石雕刻职业技

能竞赛

广东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

协会
玉石雕刻 技师 孟志强 15918702874 2022年 10月

74 广东省陶瓷物理检验工

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陶瓷协会 物理检验工 高级工 甘子南 13925279932 2022年 10月

75 广东省激光设备安装调

试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光电技术协会 激光设备安装调试 高级工 吴选军 15225789613 2022年 11月

76 广东省咖啡师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调酒与品酒鉴赏协

会
咖啡师 高级工 罗建中 13632351354 2022年 8月

77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维修

技术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

会
智能网联汽车维修 高级工 孔杰彬 14715902276 202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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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广东省人工智能工程应

用职业技能竞赛（智能工

业应用）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智能工业应用 高级工 邹清祥 13924718972 2022年 10月

79 广东省连锁经营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连锁经营协会 大数据技术应用 高级工 唐思思 13265875843 2022年 10月

80 广东省数字影像广告设

计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数码艺术研究会 数字影像广告设计 技师 周 影 18128859003 2022年 11月

81 广东省轨道无损检测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测量控制技术与装

备应用促进会
无损检测 高级工 罗 慧 13826110832 2022年 11月

82
广东省新能源智能网联

汽车关键技术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汽车智能网联发展

促进会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与装配 技师 陈泽敏 16602060888 2022年 10月

83 广东省智能楼宇管理员

职业技能大赛

广东省数字贸易与服务产

业促进会
智能楼宇管理员 高级工 刘振扬 13726252175 2022年 8月

84 广东省物联网技术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技师学院 物联网技术 高级工 张国良 18927371338 2022年 11月

85 广东省信息通信网络运

行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数据中心建设与运维 技师 杨怡滨 13808887511 2022年 10月

86
广东省多工序数控机床

操作调整工职业技能竞

赛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 高级工 陈建立 13434388456 2022年 12月

87 广东省智能网联汽车技

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应用 高级工 樊永强 13018536000 2022年 11月

88 广东省机电一体化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

学院
机电一体化 技师 张宋文 13922775150 2022年 11月

hhhhhesim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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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广东省智能复合机器人

装调与应用职业技能竞

赛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智能复合机器人装调与应用 技师 黄晓华 13360912790 2022年 12月

90 广东省区块链应用操作

员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 高级工 唐红权 18998451318 2022年 10月

91 广东省电子商务师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师 高级工 何 嫦 13924218833 2022年 10月

92 广东省 5G网络建设与优

化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5G网络建设与优化 技师 雷晓全 13326433210 2022年 9-12月

93 广东省增强现实技术与

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增强现实技术与应用 高级工 马振瑞 13149919340 2022年 10月

94 广东省化学检验员职业

技能竞赛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分析 高级工 伍舒华 18819163405 2022年 10月

95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技术

应用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智通职业培训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 高级工 袁志安 15920217030 2022年 10月

96 广东省保育师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省海之珠职业培训学

院
保育师 高级工 冯施慧 15915700312 2022年 10月

97 广东省供应链管理师职

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川流采购与供应链

职业培训学校
供应链管理师 高级工 梁碧云 13826295882 2022年 9-11月

98 广东省美容师职业技能

竞赛

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美容师 技师 许子龙 15920958507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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