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 
中轻珠宝〔2021〕第 42 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铜官杯”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和

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贺信精神，更好地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和企业职工，特

别是青年一代广大院校师生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加快培养大批

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的珠宝、玉石行业人才，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人社部函 

(2021) 37 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将共同主办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一全国珠宝玉石检测制作职业技能竞

赛，本次竞赛已列入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为二类职业技能

竞赛，其中“铜官杯”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由安徽省铜陵铜

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具体组织实施。竞赛共设安徽、上海、北京 3 

个选拔赛区，分别由安徽省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上海工艺美

术职业学院、北京工艺美术高等职业学校负责组织实施。 



竞赛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打造珠宝、玉石加

工及传统工艺珐琅、景泰蓝制作行业的品牌化技能竞赛，搭建从业人员

技能交流平台，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

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竞赛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中

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具体组织实施，“铜官杯”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

技能竞赛由安徽省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承办。 

（主办单位共同成立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一全国珠

宝玉石检测制作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见附件），负责竞赛的组织领导

工作，组委会下设工作组、裁判组和监审组，工作组设在中国轻工珠宝

首饰中心，负责竞赛的组织实施工作；裁判组负责竞赛的考试和评审工

作；监审组负责竞赛现场的监督和争议的调解处理工作。“铜官杯”全

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组设在安徽省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

股份公司，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二、竞赛形式和标准 

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为单人赛项，具体要求如下： 

竞赛形式：企业／院校推荐、个人参赛、团体赛。 

（竞赛分组：职工组、院校组（两组比赛同时进行）; 

（竞赛工种：景泰蓝制作工； 

（竞赛标准：《景泰蓝制作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的高级技

能（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为基准，包括理论考试和技能竞赛两部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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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中理论考试占 20%、技能竞赛占 80%。 

三、参赛资格 

（职工组：从事珐琅工艺品制作相关工作的职工，可报名参加

本次职业技能竞赛； 

（院校组：年龄在 22 周岁以下的相关院校在校生，均可报名参

加本次职业技能竞赛。 

（参赛选手应是相关专业或职业（工种）的从业人员，不受学

历和职务的限制。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人

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加竞赛活动。 

四、赛程赛制 

竞赛分报名、选拔赛、总决赛三个阶段，由竞赛组委会统一规划

安排、组织实施。各地选拔赛可根据本赛区的实际情况，向竞赛组委会

申请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本赛区选手报名和选拔赛的组织工作。 

各赛区组织机构负责人名单（省协会、省产业工会及赛区总裁判）于选

拔赛前报送组委会工作组。 

各地珐琅工艺品制作相关行业、协会要认真组织开展赛前集训活

动，并统一将本单位参加选拔赛选手向就近赛区报名。 

选拔赛根据报名情况分阶段进行，报名选手经过选拔赛按成绩进

行排名，组委会依照成绩由高到低排名，取前 100 名入围决赛。总决赛

由组委会统一组织安排举行，参赛选手角逐排名，组委会进行表彰颁奖。 

参加团体赛的代表队可直接向竞赛组委会工作组报名参加决赛。 

五、比赛时间和地点 

选拔赛区 1：安徽省铜陵选拔赛区 



选拔赛时间：2021 年 11 月 

选拔赛区 2：北京工艺美术高等职业学校 

选拔赛时间：2021 年 11 月 

半决赛：上海 

选拔赛时间：2021 年 11 月 

总决赛：安徽铜陵 

总决赛时间：2021 年 12 月 

六、奖励办法 

（一）个人奖。 

1、对获得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获前 3 名且为职工

身份的 3 位选手，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 

2、对获得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 4-15 名 12 位选手报请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核准后，授予“全国轻工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 

3、对参加全国景泰蓝制作工工职业技能竞赛获得竞赛第 16-100 

的选手，由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颁发“百强选手”证书，获奖选手名

单在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官网公布。 

4、对各职业（工种）进入决赛的选手可申请晋升相关职业对应的

能力等级评价证书； 

5、各地方、相关行业部门（集团公司）可根据各地、相关行业部

门（集团公司）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对获奖选手和单位给予相应 

奖励。 



请各有关单位，认真做好竞赛的各项组织工作，要注意将竞赛活 

动与岗位培训、赛前技术集训、职业技能鉴定等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 

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推动建立和完善职工技能人才成长的长效机制， 

促进珐琅制作工艺美术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请各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产业工会、行业协会、根据竞赛 

需求，给予支持，积极配合做好各地选拔赛的组织工作。 

七、竞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北京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谢昭华 电话：010-68396549, 13488849996 

张文瀚 电话：010-68396551, 13071130605 

邮 箱: hzc@clijc.com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 22 号 549 室 

2. 铜陵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安徽省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 

联系人：丁朋飞 电话：15256639201（接收报名材料） 

邮 箱：832961@tongguanfu. net  

3、上海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联系人：史忠文 电话：15900718198 

I3 箱: 66490717@qq. corn 



附件： 

1..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全国珠宝宝石检测制作职业 

技能竞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2..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 

竞赛参赛报名表 

3..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 

竞赛团体参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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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全国珠宝宝石检测制
作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成员名单 

竞赛组委会 

名誉主任：张崇和

主 任：刘江毅 

副 主任：杨曙光

袁 芳

林旭东

郭振友 

委 员： 蔡 兵 

蒋 雯 

杨栋国

谢昭华

陈 健

许 涛

张晓晖

庄耀明

赵 敏

潘维东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副会长、 

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主任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技能评价中心主任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一级巡视员 

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副主任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副主席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技能竞赛处处长、二级巡视员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竞赛处处长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轻工烟草工作部部长 

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发展合作处处长 

苏州市玉石文化行业协会会长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珠宝与艺术设计学院院长 

福建省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副校长 

安徽省铜都铜工艺文化研究院院长 

深圳市玉石文化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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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 

主 任：林旭东

副 主任：杨曙光 

成 员：谢昭华 

王华成 

刘军淇

唐廷强

郭 飞

张晓栋

徐思海

庄振谋 

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副主任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技能评价中心主任

中国轻工珠宝首饰中心发展合作处处长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评价中心竞赛处副处长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院长 

安徽省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董事长 

苏州市玉石文化行业协会副会长 

深圳市飞博尔珠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晋江海峡职业培训中心负责人 

评审委员会 

景泰蓝制作工 

主 任：赵 敏安徽省铜都铜工艺文化研究院院长 

副主任：李荣魁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设计总工 

史忠文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珐琅专业主任 

宝石琢磨工 

主 任：白 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副教授 

副主任：庄耀明福建省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副校长 

庄振谋晋江海峡职业培训中心负责人 高级经济师 

工艺品雕刻工 

主 任：陈 健苏州市玉石文化行业协会会长 

副主任：白 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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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彩芸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玉雕专业主任 

游高轩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讲师 

裁判员：待定 

监审组 

组 长：蒋 雯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轻工业职业能力评价中心竞赛处处长 

副组长：杨栋国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轻工烟草工作部部长 

成 员：朱建宇 苏州市玉石文化行业协会秘书长 

郭 飞 安徽省铜陵铜官府文化创意股份公司董事长 

孙炳烈 晋江海峡职业培训中心竞赛办公室负责人 

宣传委员会 

承办总决赛及各分赛区组委会负责赛事的整体宣传和新闻报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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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 

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工种： 	 填表日期： 	 编号： 

职工组・ 院校组． 

选赛
 
送
区
 

选拔赛

名次 

姓名 性别 
文化

程度 

(2 寸彩色照

片）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工
单
 
作
位
 

工作 

岗位 
从事本职业工龄 

联系 

地址 

个人工 

作简历 

现有职

称、曾获

奖励与

荣誉 

工作单 

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送赛

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 3 份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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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 

全国景泰蓝制作工职业技能竞赛团体参赛报名表 

参赛工种： 	 填表日期： 	 编号： 

参赛单位／团体名称： 

选送 

赛区 

团体选拔赛 

名次 

姓名 性别 
文化 

程度 

(2 寸彩色照

片）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工作 

单位 

工作 

岗位 
从事本职业工龄 

联系 

地址 

个人工 

作简历 

现有职

称、曾获

奖励与

荣誉 

工作单 

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选送赛

区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 团体报名参赛，团体成员均需填写本表，装订成套，一式 3 份可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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