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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工总函 〔2019J 149 号 

关于广东省教育厅等 65 个行业（系统）91 个 

工种（项目）竞赛纳入 2019 年度广东省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范围的复函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开展 “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 主题劳

动和技能竞赛，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竞赛活动中来，引

导和激励广大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不断提高劳动技能和综合

素质，努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为我

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 目标

夯实人才基础，根据《关于深入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推

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粤工总〔2007] 129 号） 

和《关于印发＜广东省职工技术大赛工作规程＞的通知》 

（粤工总〔2013] 14 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省总工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学技术

厅（下称四家主办单位）同意将广东省教育厅等 65 个行业 

（系统）91 个工种（项目）竞赛纳入 2019 年度广东省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范围（见附表）。 

一、竞赛要求 

（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确保各工种（项目）竞赛公开、公平、公正。各工种（项

目）竞赛原则上按初赛、复赛和决赛进行，竞赛通知（方

案）需在广东省总工会官网、南方工报或其他省级媒体同步

公布，决赛人数原则上不少于 60 名。 

（要结合实际，创新载体，总结经验，健全机制， 

把技能竞赛和技术培训、技能提升、技术创新有机结合起

来，引导广大职工积极参与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活动，全力

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为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贡献力量。 

（可结合本行业、本单位实际，设置若干项目对竞

赛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激励，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和工匠精神，充分发挥优秀选手、技术尖子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奖励设置 

（一）对纳入省级大赛范围的各工种（项目）竞赛结果 

（个人赛决赛前 5 名选手、团队赛决赛前 5 名团队牵头选

手），由四家主办单位联合发文予以通报。 

一 2 一 



（对纳入《关于做好 2019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

工作的通知》 （粤人社函〔2019) 588 号）范围工种竞赛， 

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并按相关规定授予“广东省

技术能手”称号。 

（对各工种（项目）竞赛决赛第 1 名并符合条件的

选手（个人赛决赛第 1 名选手、团队赛决赛第 1 名团队牵头

选手），由省总工会按程序授予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三、其他事项 

在工种（项目）竞赛结束后，各竞赛申报单位要按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分别向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报

送相关资料。其中，向省总工会报送资料（相关表格可自行

到邮箱：szjgbxxbs@126. corn，密码：83889480 下载）如下：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推荐审批表》（一式三

份，由各工种（项目）竞赛决赛第 1 名选手填写，需履行自下

而上、层层推荐程序，并提供选手所在单位公示原件和竞赛申

报单位出具的授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的申请文件）。 

（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名次登记表》（一式二

份，由各工种（项目）竞赛决赛前 5 名选手填写，经竞赛申

报单位盖章确认）。 

（ 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各工种（项目）竞赛

决赛成绩汇总表》（一式一份，由各工种（项目）竞赛决赛

全体选手填写，经裁判签名确认）。 



（四）《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各工种（项目）竞赛

情况统计表》（一式一份，由竞赛申报单位盖章确认）。 

（五）工种（项目）竞赛实施方案及书面工作总结。 

竞赛工作事宜，请与四家主办单位联系。其中，省总工

会经济工作部：黄海鹏，联系电话：020 - 83889480；省人

社厅：赖圣贵，联系电话：020-83192746；省工信厅：曲

超，联系电话：020-83134277；省科技厅：苏永泉，联系

电话：020- 83163682 0 

附件：2019 年度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种（项目） 



附件： 

2019 年度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工种（项目）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广东省教育系统 

青年教师教学大赛 

学前组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教科文卫工会 
个人赛 胡建钢 13926284857 

2 小学组 

3 初中组 

4 高中组 

一
 

 

5
 
6
  

中职组 

特殊教育组 

7 
中国南方航空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民航乘务员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廖中华 1360006977 

8 飞行技能 赵冬明 
020- 86 113854 

15989000582 

9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信号工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工会中国铁路 

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个人赛 李武鹏 
020-6 132 1149 

18565594632 10 铁路货运员 

11 
广东省市直机关第七届 

“先锋杯” 工作技能大赛 

党建创新 

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t作委员会

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会 
团队赛 陈 辉 020- 831329 17 12 工作创优 

13 服务创效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4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业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综合行政执法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交通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林猛光 

020- 83730695 
18818850561 15 机动车驾驶培训 

教练员 

16 

广东省税务系统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货物和劳务税 

专业岗位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机关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杨广治 

020- 85299373 
13826296696 

17 税务稽查专业岗位 

18 个人所得税专业岗位 

19 大企业税收管理 

专业岗位 

20 综合文秘专业岗位 

21 
广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技能大赛 

种植业产品定量检测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谭美思 
020-37288847 

13531341213 
22 畜禽产品定金检测 

23 水产品定量检测 

24 

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起重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建筑安全协会 
个人赛 

史红杰 

林东辉 

020- 831336 17 
020- 81759 182 

25 智能楼宇管理员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建筑教育协会 

史红杰 

吴文楚 

020- 831336 17 
020- 86367336 

26 筑路工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 
团队赛 

史红杰 

余彩鸣 

020- 831336 17 
020-83373351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7 第五届全国粮食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广东选拔赛 

粮油保管员 广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广东省粮食管理储备局 

工会工作委员会 

个人赛 王发恭 15992469913 
28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29 广东省体育行业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羽毛球社会 

体育指导员 
广东省体育局 

广东省体育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 

个人赛 欧艺驰 020- 61034015 

30 健身教练 

31 
全国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广东省选拔赛 

快递员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 

广东省民营企业工会联合会 

广东省邮政管理局 

机关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庄曼曼 
020- 83347646 

13602467811 
32 快件处理员 

33 广东省第八届 “金锚杯” 

海员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门式起重机司机 

中国海员工会广东省委员会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广东省海员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组织委员会 
个人赛 周士超 

020- 83872676 
13316171718 

34 船舶机工 中国海员工会广东省委员会 

35 
广东省工艺美术行业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彩瓷创作 广东工匠学院 

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 

广东省总工会 

干部学校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林海松 

赵亮亮 

15989221760 
020- 877 76 781 36 泥塑创作 

沂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 

电动列车司机 

广州市总工会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事业总部 

个人赛 初 春 
020-83 154757 

13580555840 
38 车电钳工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39 广东省法院司法警察 

业务技能竞赛 
法院司法警察业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机关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谷红进 020-62620860 

40 广东省地质行业工程地质 

职业技能竞赛 
工程地质 

广东省地质局 

广东省地质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丘红娜 13602777693 

41 广东省贵金属手工制作 

工技能竞赛 
贵金属手工制作工 

广东省民营企业工会联合会 

广东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广东省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工会联合会 

个人赛 
张李
 
思

梅
 
捷
洁
 

 

13002038918 
020一37654355 

42 广东省医疗机构临床 

合理用药技能竞赛 
临床合理用药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陈佳吟 020-83710342 

43 广东省通信服务职业技能竞赛 通信服务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 

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通信行业协会 

个人赛 常艳娟 
020- 87698929 

18588686005 

44 广东省监狱系统劳动生产 

全面质量管理技能竞赛 

劳动生产 

全面质量管理 

广东省监狱管理局 

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团队赛 彭妍霞 13600080704 

45 广东省“综合病例站点式” 

护理技能竞赛 

“综合病例站点式” 

护理 

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护理学会 

个人赛 
黄 芳 

成守珍 

13640694143 
13922179986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46 广东省电工职业技能竞赛 电工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 

广东省总工会职工 

技术协作中心 

个人赛 刘君旺 
020一82096136 

13824454156 

47 广东省医疗输送职业技能竞赛 医疗输送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总工会职工 

技术协作中心 

个人赛 张 容 13570997698 

48 广东省水工监测工 

职业技能竞赛 
水工监测工 

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水利厅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学会 

个人赛 谢湖亮 
020-38356073 

13925031639 

49 广东省气象行业天气预报员 

职业技能竞赛 
天气预报员 

广东省气象局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气象局直属机关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刘 梅 
020- 87672676 

13580300538 

50 广东省机电一体化 

职业技能竞赛 
机电一体化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广东省自动化与信息 

技术转移中心 

个人赛 
张 莹 

何丽雯 

020- 84 1809 10 
13316200152 

51 广东省核电厂反应堆物理 

设计与试验技能竞赛 

核电厂反应堆 

物理设计与试验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张振华 
0755-88617801 

18566285012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2 
广东省建筑钢结构 

（焊接机器人操作） 

技能竞赛 

建筑钢结构 

（焊接机器人操作）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杨显琴 18675214813 

53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测量工职业技能竞赛 
测量工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路工会中铁隧道局 

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个人赛 王刚生 
020-32268935 

13902338677 

54 南海东部地区采油 

仪表工职业技能竞赛 
采油仪表工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管理局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 

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张 雷 
0755- 260237 16 

13502840830 

55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设备物质职业技能竞赛 
工程设备物质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路工会中铁二十五局 

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个人赛 白 艳 
020- 61324067 

13332854365 

56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 

有限公司水电厂 

自动化专业技能竞赛 

水电厂自动化专业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 

发电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赵补石 020- 38 128297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5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 

调度员职业技能竞赛 
电力调度员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李文轩 
020-85 123738 

13609760618 

58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继电保护员职业技能竞赛 
继电保护员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陈建华 
020- 85 136 125 

18925102055 

59 “双喜杯” 第四届广东中烟烟机

设备职业技能竞赛 

烟机设备 

维修与操作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谢映洲 
020- 87013292 

13922728488 

60 广东省建工集团 B1M 建模师 

职业技能竞赛 
BIM 建模师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李 宝 

020- 38486650 
13802806443 

61 广东省管工职业技能竞赛 管工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牛红岩 13802931669 

62 广东省酒类行业荀萄酒 

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 
葡萄酒品酒师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酒类行业工会联合会 
个人赛 陈兴武 

020- 36 172913 
13826453992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63 
广东省纺织行业经编工 

职业技能竞赛 
经编工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 

广东省纺织行业工会联合会 

个人赛 刘英丹 
020-83589087 

13560345215 

64 广东省室内装饰设计 

职业技能竞赛 
室内装饰设计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装饰行业协会 
个人赛 郭 爽 

020-87616026 
13710523185 

65 广东省电力行业热工 

职业技能竞赛 
热工 广东省电力行业协会 个人赛 谢红丹 

020- 85 121214 
13802434095 

66 广东省吉他制作职业技能竞赛 吉他制作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乐器协会 
个人赛 

李爱群 

卢彩娟 

13802975148 
15914874252 

67 广东省智能安防实战能力 

职业技能竞赛 
智能安防实战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广东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个人赛 
莫周
 
丽

浩
 
诗

东
  

13760805826 
1 3826029451 

68 广东省建材装饰装修 

（瓷砖镶贴）职业技能竞赛 

建材装饰装修 

（瓷砖镶贴）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个人赛 

王卫国 

刘莲香 

13822260102 
13501544079 

69 广东省 “南粤杯” 商品展示 

设计职业技能竞赛 
商品展示设计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创意设计产业研究会 
个人赛 詹琳英 

020-37391181 
13430396048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0 广东省国库业务技能竞赛 国库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国库处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团队赛 胡静敏 

020-8 1322392 
13660413020 

71 广东省金融系统（含支付机构） 

支付结算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支付结算 

中国人民银行 

广州分行支付结算处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团队赛 孙方江 
020- 81322736 

13926003691 

72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汽车营销技能竞赛 
汽车营销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王永清 
020-86329264 

13802936887 

73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维修技能竞赛 
汽车维修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马路平 
020-86329264 

13802936887 

74 延长壳牌（广东）石油有限 

公司加油站服务明星技能竞赛 
加油站服务明星 

延长壳牌（广东）石油有限公司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延长壳牌（广东） 

石油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章根发 13802527826 

75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物业 

秩序维护员技能竞赛 
物业秩序维护员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州粤华物业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师夏婉 020- 838 18747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76 广东省市场推广创新技能竞赛 市场推广创新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东营销学会 
个人赛 蔡淦绵 13609001588 

77 广东省养老护理员 

职业技能竞赛 
养老护理员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广东省家庭服务行业 

工会联合会 

个人赛 李丽蓉 
020 -81014672 

13316060908 

78 广东省餐饮行业调酒师 

职业技能竞赛 
调酒师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调酒与品酒鉴赏协会 

调酒师分会 

个人赛 徐利国 13416466636 

79 第二十届全国焙烤职业技能竞

赛（西式面点师）广东选拔赛 
西式面点师 

广东省财贸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焙烤食品糖制品产业协会 
个人赛 陈子嘉 

020- 623935 17 
13503057389 

80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 “移动网高

质量发展” 网优职业技能竞赛 

“移动网高质 

量发展” 网优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分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工会 

广东省委员会 

个人赛 吴承东 
020- 87188075 

13302338801 

8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传送网维护职业技能竞赛 
传送网维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工会 

广东省委员会 

个人赛 吴燮良 13922200079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公司机务员 

职业技能竞赛 

机务员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工会 

广东省委员会 

个人赛 程 磊 18602031231 

83 广东省邮政金融内训师 

职业技能竞赛 
金融内训师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工会广东省委员会 
个人赛 蔡 欣 

020- 38 182 793 
1392513698 

84 
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解决方案技能竞赛 

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解决方案 

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李红梅 

胡雪娇 

13802540878 
15989093084 

85 
广东省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职业技能竞赛 
计算机软件测试员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东软件行业协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张佩珊 

罗 银 

13690645060 
18602069897 

86 
广东省食品检验 

（广式腊味鉴评大师和鉴评师） 

职业技能竞赛 

食品检验 

（广式腊味鉴评 

大师和鉴评师） 

广东省民营企业工会联合会 

广东省食品医药行业工会联合会 

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食品行业工会联合会 

个人赛 朱新武 02037613458 

87 广东省 “双创杯” 

平面设计职业技能竞赛 
平面设计 广东省商业美术设计行业协会 个人赛 李 毅 13610211671 



序号 竞赛名称 工种（项目） 申报单位（行政、工会） 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88 广东省公交行业安全驾驶 

职业技能竞赛 
驾驶员 

广东省民营企业工会联合会 

广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广东省城市公共交通 

行业工会联合会 

个人赛 屠 涓 

020-37637909 
一8005 

13128281203 

89 广东省工业机器人 

职业技能竞赛 
工业机器人 佛山市总工会 个人赛 甘欢迎 

0757-82626082 
13923121233 

90 广东省人工智能技能竞赛 人工智能 

广东工匠学院 

广东省总工会干部 

学校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林海松 15989221760 

9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 

职业技能竞赛 

可编程序控制 

系统设计师 

广州市总工会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个人赛 董卫星 

020- 83 151139 
一9804 

1330229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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