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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2020〕16 号

关于举办 2020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保利物业杯”全国物业管理行业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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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示

精神，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践行 2020 年“能力建设年”

工作主题，切实提升物业管理行业基础服务技能，增强优质物业

服务供给能力，展现物业服务人员专业形象和精神风貌，根据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竞赛安排，经研究，我

会定于2021年 1月 22-23日在合肥市举办2020年全国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保利物业杯”全国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

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

主办单位：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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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单位：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安徽汽车工业技师学院

承办单位：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

冠名单位：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二、竞赛项目

（一）物业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该竞赛由中国物业管理协

会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主办，为国家级二类竞赛。

（二）电工职业技能竞赛。该竞赛由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主办，

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

竞赛决赛技术文件详见附件 1 和附件 2。

（三）白蚁防治工职业技能竞赛。该竞赛由中国物业管理协

会和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主办，为国家级二类竞赛。

竞赛通知另行发布。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安排

（一）报到时间：1 月 20 日 10:00-20:00；

1 月 21 日 8:30-11:00。

（二）开幕式和赛前说明会时间：1 月 21 日 13:00-17:00。

（三）决赛时间：1 月 22 日-23 日，赛期 2 天。

（四）闭幕式时间：1 月 23 日晚上。

（五）报到和住宿地点：安徽世纪金源大饭店（地址：合肥

市徽州大道 5558 号，电话：0551-66868888，交通指引详见附件

3）。

四、参加人员

（一）各赛区参赛选手：经组委会专家评审和中国物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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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通过的物业管理员决赛选手和电工决赛选手。

（二）各赛区承办单位赛务人员：各赛区承办单位应委派本

单位 2-3 人参加（含负责人 1名、领队 1-2 名），不得安排决赛

选手所在单位人员出任领队（企业代表队除外）。

（三）其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决赛场地。

五、决赛奖励

（一）物业管理员技能竞赛

决赛获前 3 名的选手，由组委会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决赛获得第 4-15 名的选手，由组委会报请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核准后，授予“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手”称号（获奖

人数不超过决赛人数的 30%，奖项不重复授予）。

（二）电工职业技能竞赛

决赛获前 15 名且为职工身份的选手，由组委会报请住房城

乡建设部核准后，授予“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获奖人数不超过决赛人数的 30%，奖项不重复授予）。

（三）白蚁防治工技能竞赛

决赛获前 3 名的选手，由组委会报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核准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决赛获得第 4-15 名的选手，由组委会报请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核准后，授予“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技术能手”称号（获奖

人数不超过决赛人数的 30%，奖项不重复授予）。

（四）其他奖项。组委会将视情况向积极承办赛事的有关单

位和表现优秀的决赛选手颁发荣誉奖项。鼓励各赛区和企业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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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选手给予相应奖励。

六、相关费用

（一）本次竞赛不收取参赛费。交通费用自理。

（二）住宿费：380 元/天间，报到时交至酒店，由酒店统

一开具发票，费用自理。

（三）餐费：各赛区代表队1月21日晚-23日晚决赛期间的用

餐由竞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其他时段用餐费用自理。

七、决赛报名

请各赛区承办单位于 12 月 25 日 17:00 前将《决赛代表队成

员信息确认表》（详见附件 4）发至竞赛组委会邮箱，即完成决

赛报名工作。

八、注意事项

（一）各赛区承办单位委派本单位骨干人员担任负责人和领

队，切实做好竞赛决赛期间的组织和服务工作。

（二）物业管理员技能竞赛决赛选手需自行准备正装，电工

职业技能竞赛决赛选手需自行准备工具箱、工服、棉线手套和绝

缘鞋。请各赛区承办单位做好准备，并于 2021 年 1月 10 日前将

电工组决赛选手自用工具箱运至合肥。

（三）未经组委会批准，各赛区参赛选手和赛区承办单位赛

务人员在决赛期间均不得擅自离队。

（四）参加决赛人员应严格遵守政府主管部门公布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大型活动要求，确保决赛安全有序进行。请各赛区

代表队负责人将代表队全体人员签署的《疫情防控承诺书》（详

见附件 5）于报到当日交至竞赛报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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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酒店自 2021 年 1 月 20 日上午 10：00 即可办理入住。

九、竞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

联 系 人：时树红、代海芳、张彦博

联系电话：010-88368310 投诉电话：010-88083109

邮 箱：cpmi88083109@126.com

微 信 号：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

联 系 人：张莉、江燕

联系电话：0551-62646808

附件：1.物业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技术文件

2.电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技术文件

3.安徽世纪金源大饭店交通位置图

4.决赛代表队成员信息确认表

5.疫情防控承诺书

2020 年 12 月 22 日

抄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各赛区

承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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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年物业管理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技术文件

一、决赛内容

竞赛以物业项目负责人应知应会为基础，以优秀物业项目负

责人应具备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为重点。物业管理

员职业技能决赛由理论知识考核和实际技能操作考核两个部分

组成。

（一）理论知识主要考核物业项目负责人对物业管理基本理

论、基础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尤其是国家颁

布的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二）实际技能操作主要考核物业项目负责人在物业管理全

生命周期过程中就物业管理服务的组织安排、工作协调、问题处

置、服务质量管控、团队建设、成本管理、沟通艺术、创新思考

等实际操作技能。

理论知识考核和实际技能操作考核两项成绩合并计算总成

绩，其中理论知识成绩占 30%，实际技能操作成绩占 70%（物业

管理典型案例分析占 25%、岗位实操技能知识抢答占 25%、个人

主题演讲占 20%）。

二、决赛项目

1.理论知识考核（22 日上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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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核方式为闭卷考试，题型有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50 题）和多项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5 题），总分 100

分。时间 60 分钟。取不超过 80 名选手进入下一轮竞赛。

2.物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考核（22 日下午进行）

案例分析考核方式为书面案例分析考试，总分 100 分。时间

60 分钟。理论知识考核和案例分析考核两项分数按权重计算相

加后得出每位选手的成绩，取前 40 名进入下一轮竞赛。

3.岗位实际技能操作知识抢答（23 日上午进行）

岗位实操知识抢答竞赛采取现场分组进行。抢答题题型有单

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每组抢答题由必答题和抢答题组成。必

答题参赛选手必须答题，不答视为错答；抢答题参赛选手自主决

定是否抢答，答对得分，答错倒扣相应分值。每道抢答题 10 秒

钟之内作答完毕。理论知识考核、案例分析考核、岗位实操技能

知识抢答竞赛共三项分数按权重计算相加后得出每位选手的成

绩，取前 20 名选手进入下一轮竞赛。

4.个人主题演讲（23 日下午进行）

统一制定演讲主题。演讲内容提前 5 分钟告知预备演讲的选

手，即每位演讲选手准备时间为 5 分钟，每人演讲限时 5 分钟。

每位评委根据参赛选手的即时演讲独立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

一个最低分，其余分数的平均值为选手的该项得分。个人主题演

讲考核得分与理论知识、物业管理典型案例分析、岗位实操技能

知识抢答等考核得分共四项分数按权重计算相加后得出每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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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最终总成绩。

三、参考资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与物业管理相关的章、

节。

（二）原全国物业管理师资格考试大纲和参考教材；

（三）国家颁布的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四）中国物协组织编写的教材；

（五）中国物协发布的推进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规范物业管

理实施标准的相关文件。



9

附件 2

2020 年电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

技术文件

一、决赛内容

（一）基本知识

低压维修电工、智能建筑、电梯、消防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

的基本知识。

（二）运行与维护

低压电气、智能建筑、电梯、消防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运

行和维护。

二、决赛项目

电工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操作两部

分。理论知识采取闭卷考试形式，时间为 60 分钟。实际技能操

作考核采取现场操作竞赛的办法，有控制电路故障排除和继电器

线路连接调试、电子电路识图并焊接调试等内容，竞赛总时间不

超过 200 分钟。

理论知识考核和实际技能操作考核两项成绩合并计算总成

绩。其中，理论知识分值权重 30%，实际操作考试分值权重 70%

（实操科目 1 占 25%，实操科目 2 占 25%，实操科目 3占 20%）。

（一）22 日上午：理论知识考试，全部电工组参赛人员闭

卷笔试，理论知识考核成绩的前 100 名进入下一轮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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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2 日下午：实操考试科目 1“识图安装”，前 100 名

分 4 批次考试，理论知识考核、实操科目 1 得分两项分数按权重

计算相加后得出每位选手的成绩，取前 75 名进入下一轮竞赛。

（三）23 日上午：实操考试科目 2“识图排故”，前 75 名分

3 批次考试，理论知识考核、实操科目 1 得分、实操科目 2 三项

分数按权重计算相加后得出每位选手的成绩，取前 50 名进入下

一轮竞赛。

（四）23 日下午：实操考试科目 3“电子焊接”，前 50 名同

时考试，实操考试科目 3 得分与理论知识考核、实操考试科目 1、

实操考试科目 2 等得分共四项分数按权重计算相加后得出每位

选手的最终总成绩。

三、参考资料

（一）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部分：

维修电工（初级、中级、高级）第 2 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教材办公室 组织编写）

（二）安全生产有关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监察条例》

（三）物业管理培训教材：

《物业设施设备管理指南》（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

术委员会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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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承接查验操作指南》（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

术委员会 编著）

四、实际技能操作考核安全文明事项

（一）请选手进入赛区前穿好长袖工装及绝缘鞋，工作服整

洁，整齐佩戴由组委会统一制作的标志。

（二）请选手随身带好电笔、钢丝钳、螺丝刀（一字和十字

各一把）、电工刀、尖嘴钳、斜口钳、电烙铁、万用表具等工具。

（三）请选手在竞赛期间保持安静（评委或考核要求选手作

答除外），请自觉维护现场秩序，配合主持人工作，尊重评委的

评判结果。

（四）竞赛完成后，请选手全面清理现场，将剩余或丢弃材

料放到指定地点，将现场提供料具恢复原位、摆放整齐，带走自

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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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徽世纪金源大饭店交通指引

酒店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 5558 号

酒店总机：0551-66868888

交通位置图：

交通指引：

1.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世纪金源大饭店（距离 51 公里）

新桥国际机场公交站乘坐机场巴士 4 号线（天鹅湖大酒店方

向）---天鹅湖大酒店站下车，步行 80 米到安徽日报社站乘坐

66 路（省行政中心方向）---滨湖世纪城站下车，步行 656 米到

达世纪金源大饭店，全程约 2 小时 19 分钟。

打车约 50-60 分钟车程。

世纪金源大饭店

合肥南站

新桥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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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肥南站-世纪金源大饭店（距离 6 公里）

合肥南站步行 141 米至合肥南站北广场，乘坐 509 路（滨湖

时代广场(雨水公园方向）---滨湖世纪城下车，步行 637 米到达

世纪金源大饭店，全程约 37 分钟。

打车约 20 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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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决赛代表队成员信息确认表
工种 人员类别 名次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单位 职务 手机

住宿起止

日期
备注

赛区承办

单位负责人

负责人

单住

物业管理员 领 队 **与**合住

物业管理员 决赛选手 1/推荐

物业管理员 决赛选手 2/推荐

物业管理员 决赛选手 3/推荐

电工 领 队

电工 决赛选手 1/推荐

电工 决赛选手 2/推荐

电工 决赛选手 3/推荐

注意事项：

1. 请将此表（word 版）在 12 月 25 日 17:00 前发电子邮件至组委会，邮件标题为“赛区名称+参会回执”。

2. 请在备注中填写单住或合住，如需合住请具体填写**与**合住（备注：酒店仅安排赛区代表队内部成员合住）。

3. 竞赛组委会联系电话 010-88368310，电子邮箱：cpmi8808310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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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疫情防控承诺书

参赛人姓名：

赛区单位名称：

手机号：

身份证号：

体温：

本人承诺：

1.身体健康,没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目前

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未处于“居家观察”“居住小

区封闭管理”“集中医学观察”期间。

2.过去 14 天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没

有与来自疫情中高危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没有去过疫情中高

危风险地区。

3.本人承诺报到时上传了日期为近 3 日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截图，且为“绿码”。

4.本人承诺进入会场时主动配合会场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检测等

工作，体温低于 37.3℃方可进入会场，会议期间如有任何不适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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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会务组报备。

上述信息是我本人填写，本人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责。如隐报、谎报、乱报或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的情况，本人愿承

担相应的后果与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签字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