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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职〔2021〕72 号

关于印发《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学校各处（室）、二级学院、直属系（部）：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着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设“双师型”

教师队伍，调动和激励广大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动的积

极性，使我校的技能竞赛制度化、常规化，现将《广州松田

职业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修订）》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教务处反映。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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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举办技能竞赛是高等职业教育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成果、对我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检验，也是推动我校深

化教学改革、加强校企融合、办出高职教育特色的重要手段。

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做好技能竞赛工作。

第二条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校高等职业教育改革，推进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着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设“双

师型”教师队伍，调动和激励广大师生参加各级各类竞赛活

动的积极性，使我校的技能竞赛制度化、常规化，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活动的

师生。

第二章 技能竞赛的基本制度

第四条 技能竞赛要逐步覆盖每个专业。各专业都要根

据职业岗位技能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研究、设计、确定 1-2

项技能竞赛项目。同时，要根据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变化和行

业企业实际需求，不断充实、更新比赛内容与比赛标准。

第五条 技能竞赛要逐步覆盖每位专业教师。通过组织

教师直接参加技能竞赛，聘请教师担任学生参赛教练等方式，

逐步将技能竞赛的经历和成绩作为专业教师考核考评的重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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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技能竞赛要逐步形成人人参赛、逐级竞赛的机

制。努力在各个专业所有学生都普遍参加技能竞赛的基础上，

挑选优秀的选手参加校级、市级、省级、甚至全国的比赛。

第七条 技能竞赛要坚持公平、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

各级技能竞赛都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竞赛标准、规则和程序；

明确命题、竞赛、评判、裁定、监察等各个竞赛环节的要求；

规范赛手、教练、裁判、后勤服务等各类参赛人员的职责行

为；确保比赛项目设计及标准设定的科学性、比赛规则的严

肃性、比赛过程的规范性、比赛程序的条理性和比赛结果的

公正性；切实保证技能竞赛质量，维护技能竞赛的良好信誉。

第三章 竞赛的组织和管理

第八条 校级竞赛的组织和管理

（一）校级竞赛由教务处组织，各教学单位结合专业特

点进行实施，原则上要求每个专业每年都举行相关项目竞赛，

为市级、省级及国家级比赛进行参赛选手选拔。

（二）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竞赛比赛规程。

第九条 市级及以上竞赛的组织和管理

（一）各教学单位凡接到校外有关师生竞赛活动的邀请

函件，应根据其内容和性质报学校有关职能部门，由参赛单

位填写《关于学生参加**专业****技能竞赛的实施方案》（教

师个人参赛参照执行），有关职能部门会同各教学单位在征

得分管校领导同意后决定是否参与。如参与，则由职能部门

负责总体协调，各教学单位负责具体组织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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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各部门应积极配合组织单位做好竞赛活动的

组织准备工作。凡未按规定程序申报的竞赛或活动，不纳入

奖励范畴。

（三）组织单位应根据竞赛活动的特点，采取对学生组

织集训或个别辅导等方式，认真做好组织和准备工作。

（四）学生参加竞赛活动的指导教师由组织单位指派。

为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指导工作，学校对指导学生参赛的教师

的集中或个别辅导工作量按照经批准后的工作量计入当学

期教学工作量。原则上辅导工作量按不高于该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中支撑该项赛事的核心课程（限 1 门）课时的 1/4 学时

计算（若无相关课程，不建议组织参赛。多人辅导，自行分

摊）。

第四章 奖励范围及办法

第十条 荣誉和学分奖励

（一）学生：参加竞赛活动获奖的学生，给予全院通报

表彰、颁发证书和相应的课程（含选修课）成绩认定等奖励

（具体认定标准由各教学单位另行制定）。

（二）教师：个人参赛及指导学生参赛并获奖的教师，

给予全院通报表彰、颁发证书，并在年终评先评优过程中优

先考虑。

第十一条 物质奖励

（一）职业技能类竞赛奖励范围及办法

1.奖励范围：由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部门及行业企

业团体组织的职业技能、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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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学生奖励金额

级别 获奖等级 个人 集体

国家级

一等奖 1000 1500

二等奖 900 1400

三等奖 800 1300

省级

一等奖 700 1000

二等奖 600 900

三等奖 500 800

市级

一等奖 400 600

二等奖 300 500

三等奖 100 300

3.在同一种类竞赛活动中获得多个奖项，按获得的最高

名次等级奖励，不重复计算。

（二）体育类、艺术类竞赛活动奖励金额

1.奖励范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省大学生运动会、

市运会以及由教育部、省教育厅、广州市及其他上级主管部

门所组织的各类体育、艺术类竞赛活动。

2.参赛学生奖励金额

级别 名次 个人

团体

(14 人以

下)

团体

（14 人以

上）

国家级
一 800 1200 1400

二 700 11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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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650 1000 1200

四 200 700 1000

五 200 700 1000

六 200 700 1000

七 150 600 900

八 150 600 900

省级

一 600 800 900

二 500 700 800

三 400 600 700

四 150 400 500

五 150 400 500

六 150 400 500

七 100 200 300

八 100 200 300

市级

一 200 400 500

二 100 200 400

三 50 100 200

3.体育类竞赛活动凡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纪录的运动员，

加奖励 1000 元；破省高校纪录运动员加奖励 500 元，破市

纪录运动员加奖励 300 元。

4.奖励名次第四至八名，仅适用于体育类竞赛活动。在

同一种类竞赛活动中获得多个奖项，按获得的最高名次等级

奖励，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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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每次竞赛，其直接指导教师的人数应不多于

3 人，具体人数及名单，负责组织的单位根据竞赛的性质及

需要在组织竞赛初报教务处批准。指导教师奖励金额见《广

州松田职业学院成果奖励实施办法》。

第五章 奖励审批程序及经费支出

第十三条 纳入本办法奖励范围的校外竞赛及其级别，

由参赛（指导）教师填写《广州松田职业学校师生参加校外

竞赛获奖情况登记表》，获奖项目简介附参赛总结及参赛图

片，获奖教师（学生）个人简介及生活照，教师（学生）获

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于证书获取后立即报教务处和学生处核

准（教师个人参赛无须学生处核准），院领导予以审批。

第十四条 对获奖教师和指导教师的奖励为获奖证书

取得当月进行，表彰为每学期进行一次，安排在教师节表彰

大会上进行；获奖学生的奖励和表彰每月组织一次，由学生

处落实。

第十五条 教师奖励经费从人事处相关经费中支出；学

生奖励经费从学生管理经费中支出。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学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原《广州松田职

业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广松职〔2011〕68 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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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广州松田职业学院董事会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年 5月 21日印发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技能竞赛管理办法（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