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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塑料模具工程、

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

广东选拔赛组委会

关于印发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塑料模具工程、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

广东省选拔赛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局、顺德区民政

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秘书处《关于做好第 44 届世界

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准备工作的通知》（人社职司便函〔2016〕9

号）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第 44 届世界技能

大赛选手选拔和推荐专家候选人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16〕

602 号）的要求，选拔和储备人才备战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选拔赛。现将我们制订的《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塑料模具工程、

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广东选拔赛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

合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为更好完成大赛组织工作，设立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塑料模

具工程、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广东选拔赛组委会，组委会办公

室设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各地级以上市和省属部门在实施过

程中，如有疑问请咨询组委会办公室。各地级以上市和省属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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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本项目竞赛的代表队，请直接向组委会办公室报名。

本实施方案请查询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

www.gdosta.org.cn 和广东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网站：www.

gdjxjg.com（首页技能竞赛版块），或直接上公共邮箱：

gdjnds2012@163.com（密码：jnds2012）查询。

竞赛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联系人：王建平

联系电话：020－83329249、83352242（传真）

技术指导单位：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联系人：吴权、黄伟白

联系电话： 020－83185010、83185954

竞赛承办单位：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联 系 人： 李明、张振、陈建立

联系电话：020-36081162（传真）

13428867213、13544394951、13434388456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塑料模具工程、

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广东省选拔赛组委会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代章）

2016 年 4 月 20 日

http://www.gdost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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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塑料模具工程、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

广东选拔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提高我省高技能人才竞技水平，展现我省制造行业的整体水

平，备战全国选拔赛和 2017 年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和储

备优秀技能人才。

二、竞赛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责

竞赛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技术指导单位：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竞赛承办单位：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技术支持单位：广州市博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斐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冠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吉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程》规定，成立竞赛组织委

员会，下设竞赛办公室（包括赛务组、后勤接待组和宣传报道组）

和竞赛技术专家组。

（一）组委会

主 任：冯为远（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院长）

副主任：李胡（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书记）

王建平（省人社厅职建处 副调研员）

叶磊（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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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葛步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刘新林（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谢晓红（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李作专（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李志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办公室 主任）

李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技能竞赛科 科长）

（二）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谢晓红（兼）

副主任：李明、张振、陈建立

成 员：陈令平、彭旭辉、欧运娟、陈锐群、樊力荣、

林晓玲、张梅、李璇、吕书璨

（三）技术专家组：

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专家组：

谢晓红（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副院长）

袁名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教授）

邓 奕（湖南工程学院 教授）

陈令平（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高讲/高级技师）

孙鑫（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张振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高讲/高级技师）

塑料模具工程项目专家组：

李克天（广东工业大学 教授）

吴春明（ 毅昌科技股份公司 模具总监/高工）

陈言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

谢小星（北京 CAXA 公司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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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高讲/高级技师）

钟锋良（广东省技师学院 高讲/高级技师）

技术专家组负责选拔赛相关技术文件的制定、执判、检测和

仲裁工作。裁判组由专家组成员、各参赛院校推荐教练员和第三

方裁判组成。以体现大赛的公平、公正。

三、竞赛标准、竞赛方式

（一）竞赛标准：参照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

（二）竞赛方式：本次大赛为个人参赛方式，由参赛选手独立

完成本项目各竞赛考核内容。

四、参赛选手资格（报名条件）

凡出生于 1995 年 1 月 1日以后，各级各类职业院校、技校全

日制在校生（含应届毕业生）及各行业从事本工种或相关工种工

作的从业人员均可报名。

五、全省选拔赛时间、地点

塑料模具工程项目、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的全省选拔赛定

于 2016 年 5 月 24-28 日举行（24 号报到，25-28 正式竞赛），

竞赛地点设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机械高级技工学校）举行。

六、竞赛内容

本次大赛与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内容接轨。

七、选拔程序

（一）名额分配及报名

全省各地市及各技师学院均可组队参赛，每队限报 2名选手，

并由各代表队统一组织报名，填写《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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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赛报名表》（附件 1）和《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

报名汇总表》（附件 2），并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于 2016 年 5 月 7

日前将参加全省选拔赛的选手、领队和教练的名单（先电子版，

纸质版可在参赛时上交）报项目竞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

gdjnds2012@163.com）。

报名联系人：张梅 电话（传真）：020-36081162 手机：

13724015260。

另进入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集训队且符合第 44 届世界

技能大赛选手年龄要求的前八名选手可由单位申请直接进入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省选拔赛。

（二）资格审核

由组委会对选手参赛资格进行审查，行业（企业）及学生选手

报名表格须经行业或学校批准同意及盖公章，并提供身份证明原

件查验。各地市初赛和选拔赛资格审核由各地市执行，全省选拔

赛资格审核由大赛组委会执行。

（三）全省选拔赛

由大赛组委会按预定时间组织决赛。

（四）参赛费用

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用（选手试切材料需自带）。各

代表队领队、教练及选手的食宿由赛项组委会统一安排，往返交

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八、申诉与仲裁

（一）比赛期间及成绩公布前，参赛选手或裁判员对不符合

竞赛规定的设备，有失公正的评审、计分，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

mailto:gdjnds2012@163.com）。参加第42届世界大赛模具项目全国集训队且符合年龄的选手可直接报名参加全国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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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行为等，均可及时以书面形式向裁判长提出申诉。裁判长应尽

快组织全体裁判员按照裁判员当时的原始记录资料进行全面复

查，确定并答复审查处理的意见。

（二）裁判员或选手认为处理结果不合理的，可通过本代表

队负责人，向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反映。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经

调查认为是技术问题的，可依据所反映的具体问题，要求裁判长

组织裁判员对成绩复核、确认。如属于违背公平、公正方面的问

题，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可直接处理。

（三）裁判员或选手认为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的处理结果不

合理的，可由代表队负责人在比赛结束前，向省选拔赛组委会举

报或投诉，由省选拔赛组委会做出最终处理。

九、相关文件及样题查询

与本选拔赛塑料模具工程、综合机械与自动化项目相关的竞

赛技术文件及样题请登录广东省机械高级技工学校网站：www.

gdjxjg.com （ 首 页 技 能 竞 赛 版 块 ）， 或 公 共 邮 箱 ：

gdjnds2012@163.com（密码：jnds2012）查询。

附件：

1．《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报名表》

2．《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裁判员报名表》

3．《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报名汇总表》

http://www.gdost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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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照片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

号码
邮编

单位名称 职业等级

参赛项目 手机

身高/体重 / 服装尺码 上衣 /裤子

选手所用

数控系统

西门子 /法那科 /广数

（数控加工类选手须掌握其中二个系统）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个人简历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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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裁判员报名表

姓名 性别

照片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

号码
邮编

单位名称
职称/

职业等级

执裁项目 手机

身高/体重 / 服装尺码 上衣 /裤子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技能鉴定

与竞赛执

工作简历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10-

附件 3：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项目： 参赛单位（盖章）：

领队姓名： 性别： 职务（岗位）： 手机：

序号 姓名
性
别

文化

程度
身份证号码

职业资格

等级
职务 工作单位 手机

1

2

3

4

5

6

7

8

9

10

竞赛组委会联系人：张 梅 电话（传真）：020-36081162

手机：13724015260 邮箱：gdjnds2012@163.com

mailto:gdjnds20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