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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实施方案

包装设计师

（设计+工程）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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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关于举办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

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人社部函〔2022〕101 号）和《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广东省选拔赛的通知》（粤人社函〔2022〕299 号）有关要求，为全

面做好广东省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职业技能竞赛的组织工作，

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为进一步培养我省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行业设计人才，组

建高素质高技能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加快推进我省包装设计师（设

计+工程）产业的转型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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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精神，更好地在全

社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院校师生和企

业职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

能人才。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总工会

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

协办单位：广东数码艺术研究会

深圳市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促进会

深圳市中鹏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鹏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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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组委会成员

主 任：黄汉成 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秘书长

李 晶 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副会长

副主任：杨 帆 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

张 慧 广东省总工会经济工作部副部长

曾庆彪 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傅 鸫 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副会长

成 员：龙洁勤、池喜山、高原

竞赛组别设立：

根据赛事安排，设立赛项监督与仲裁工作组、专家组、裁判组。

1．赛项监督与仲裁工作组

组 长: 黄汉成

副组长：吴 权

成 员：专家评委组成员和参赛代表队领队

对竞赛各环节，特别是执裁工作进行监督，对各参赛代表队提

交的书面申诉进行仲裁，处理违背公平公正原则的行为，记录违规

处理及仲裁结果。监督仲裁组直接接受省大赛组委会的领导。

2.专家组

组 长：尚 华

组 员：由广东省选拔赛组委会委任

负责本赛项技术文件编撰、竞赛命题、赛场设计、设备拟定、

赛项裁判人员培训、赛项说明会组织、赛事咨询以及赛项执委会安

排的其他竞赛技术工作。

3.裁判组

裁判长：尚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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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由广东省选拔赛组委会委任

负责对参赛队伍（选手）的产品可视化与展示、安全操作规范

和竞赛作品等按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定。

四、竞赛项目、竞赛组别与标准

（一）竞赛项目

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

（二）竞赛组别

大赛分职工组、学生组，均为单人参赛。

（三）竞赛标准

职工组参照包装设计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二级（技师）要求，

学生组参照包装设计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高级工）要求，适

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相关内容。

（四）竞赛流程

各参赛队集中比赛，使用大赛赛场提供的相关设备平台，在竞

赛规定时间内,完成各项比赛任务。竞赛内容安排如下(见下表):

理论知识竞赛环节内容安排：

竞赛阶段 竞赛内容 竞赛时长 分值 权重 评分方法

理论知识

竞赛环节

单选

1个小时

40 40%

结果评分多选 30 30%

判断 30 30%

总计 100 占总成绩的 15%



5

实际操作竞赛环节内容安排：

序号 竞赛内容 时长 分值 评分方法

1 模块一任务1:包装结构设计

8小时
（含 1

小时用

餐时间）

职工组35
结果评分

学生组30

2 模块一任务2:包装视觉设计
职工组35

结果评分
学生组30

3 模块二任务1:包装效果图设计
职工组15

结果评分
学生组20

4 模块二任务2:展板设计
职工组15

结果评分
学生组20

总计 100
占总成绩

85%

（五）实际操作竞赛环节说明

模块一：包装结构与视觉设计 (职工组占分比例70% ,学生组占

分比例60%)

任务 1 包装结构设计：利用给定软件和包装材料，根据被包装

产品大小、数量、重量及其他特点，完成包装的结构设计，要求满

足容纳、支撑、跌落试验、装拆、提拿、储藏、运输等技术要求。

有正确模切图。

任务 2 包装视觉设计：利用给定软件和素材，结合包装类专业

知识，为指定被包装产品进行 1:1 包装设计。要求外形美观，较好

展示被包装产品特点，正确表达被包装产品(商品)信息，正确设计

出血位、印刷色彩、专色色号、印刷工艺标注等。图文精度 300 dpi。

图文内容须包含产品信息(品牌商标、产品主图、主要特点、型号规

格、生产商信息及相关认证等)。设计稿包括全套印刷图及印刷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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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模块二：包装效果图设计(职工组占分比例 30%,学生组占分比

例 40%)

任务 1 设计效果图表达：利用给定软件进行包装设计表现。主

要体现设计整体性、创新性、细节性、科学性。设计稿包括设计效

果图 3 张，其中需至少有 1 张表达包装作品全貌的主要展示图。

任务 2 展板设计：利用给定软件进行展板设计。规格为 60*90cm,

精度 150dpi,jpg 格式。以产品渲染图为视觉中心，包含产品创意设

计说明、产品色彩方案和产品结构分解图(爆炸图)等图文内容。展

板设计效果要求突出产品设计创意，图文信息清晰直观，层次分明。

(六)评判方式及方法

1.评分规则

理论知识竞赛得分根据评分标准进行评判。

实际操作竞赛得分由裁判根据评分细则进行主观、客观评价，

以结果评分作为最终结果。

2.名次排列方法

成绩排序根据选手竞赛总分评定结果从高到低依次排定:各组

选手如果竞赛总分相同者,按实际操作竞赛总分高者优先,若还是相

同时,按照模块一得分高者优先。如果以上情况都一致，则裁判组商

议决定。

五、参赛形式和选手资格条件

（一）参赛形式

本次竞赛职工组和学生组均是个人赛，由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

操作竞赛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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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选手资格条件

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含 16 周岁），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职工或学生。职工必需在我省工作连续满 1 年以上的人员并提供单

位证明；报名学生组需提供有效学籍证明（在校证明）。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及在 2020 年

和 2021 年各类竞赛中已取得“全国技术能手”申报资格的人员，不

得以选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

份参赛。

（三）名额分配

1.选手。各参赛代表队选手由各企事业单位组织代表队参赛，

每个单位或院校最多可派 5 组选手参赛。职工组各选手填报名表时，

可填报 1 名教练；学生组各选手填报名表时，可填报 1 名指导老师，

指导老师为本校专职教师。

2.裁判员推荐。大赛组委会根据报名情况和执裁需要，聘请第

三方裁判担任。

3.领队。每代表队设置领队 1 名。负责组织选手按照相关要求

参赛，负责参与争议申诉仲裁、后勤保障相关工作，维护大赛纪律

和秩序。

六、报名方式

（一）报名方式

填写广东省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报名表

（附件 1）、裁判员推荐表（附件 2）、报名汇总表（附件 3），参

赛者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版、扫描件（盖章）一起

发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baozhuangsheji@333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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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组别实际报名人数超过 65 人，将依据选手参加理论考试成

绩，最终排名前 65 名的选手获得参加实际操作竞赛资格。

上传并邮寄报名材料

1.选手报名表（盖章）

2.裁判员推荐表（盖章）

3.报名汇总表（盖章）

4.参赛选手身份证复印件

5.参赛选手大一寸彩色（白底）照片四张（与电子相片一致）

用于办理相关证件。

6.学生学籍证明（在校证明）

7.指导老师需提供在职证明

8.职工组选手提供单位证明

以上纸质材料需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 18：00 前（以寄出时间为

准）快递至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大道（龙岗段）2290

号雅商大厦 1 楼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熊康杰老师（收），

联系电话：18875919102。

（二）报到要求

1.报到时，职工组所有参赛职工需提供所在单位证明；学生组

所有参赛学生需提供有效学籍证明（在校证明），指导老师需提供

在职证明，与报名学校一致。

2.按照“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作方案”要求，每位参赛选手报

到时需提供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见附件 4）、比赛前 14 天

体温检测表（见附件 5）。

3.各单位代表队报到前一天，需填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来

mailto:280640239@qq.com，并于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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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人员参赛报备表（见附件 6），把报备表电子版发至大赛组委会办

公室邮箱：baozhuangsheji@333cn.com，报备后才能报到。

（三）制发相关证件

经大赛组委会审查符合参赛要求的，大赛组委会将统一制发参

赛证。参赛选手必须佩戴由大赛组委会制发的参赛证件，方可具有

进入比赛场地的资格。

七、竞赛时间、地点及相关要求

1.大赛时间：2022 年 10 月 12 日（周三）、13 日（周四）。

2.大赛地点：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龙城街道龙岗大道（龙岗段）2290 号雅商大厦）。

3.费用：参赛不收取参赛费，比赛期间统一安排住宿，食宿及

往返费用自理。

4.每位参赛选手提前办理比赛期间的意外伤害保险。

八、竞赛安排及命题流程

（一）竞赛安排

日程 时间 事项

第一天

10月12日

（周三）

09：30-10：00 赛前说明会签到

10：00-11：30 赛前说明会

11：30-11：50 参赛队熟悉竞赛场地

11：50-14：30 场地与设备检查、封闭赛场

14：30-15：00 入场

15：00-16：00 理论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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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10月13日

（周四）

09：00-17：00

（12：00-13：00 为

选手用餐时间，期间

不得离开考场，请务

必保证考场秩序和

纪律）

实

际

操

作

竞

赛

包装结构设计

包装视觉设计

包装效果图设计

展板设计

17：30-24：00
学生组及职工组展板打印

（由第三方专业人员完成）

24：00- 裁判组评审选手作品

（二）命题流程

专家组根据本竞赛规程的要求组织命题。其中理论知识竞赛题

目参考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技术工作委员会《关于公

布第二届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理论试题库的通知》（赛

工委〔2022〕13 号）公布的包装设计师决赛题库。

实践操作竞赛试卷由大赛组委会从专家组提供的题库中抽取本

场赛卷,专家工作组指定专人负责赛卷印刷、并移交给保密工作人员,

按规定进行保密保管。

九、奖励办法

根据《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工

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的通知》（粤人社函〔2022〕299

号）文件的有关要求，对相关参赛人员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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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

代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 2小时之内向监督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

大赛组委会选派人员参加监督仲裁工作，监督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

诉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仲裁结果，仲裁结果为最终

结果。超过 2 小时进行申诉的不予受理。

十一、联系方式

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

联系人：熊康杰

电 话：18875919102

邮 箱：baozhuangsheji@333cn.com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大道（龙岗段）2290

号雅商大厦 1 楼

广东省轻工业联合会

联系人：龙洁勤

电 话：020-81369009

邮 箱：gdqgx888@163.com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盘福路朱紫后街 1 号 201 室

邮 编：510180

本实施方案条款的解释归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附件：

1.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包装设计师

(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报名表

mailto:baozhuangsheji@333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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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包装设计师

(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裁判员推荐表

3.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包装设计师

(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报名汇总表

4.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5.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包装设计师

(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赛前 14 天体温检测表

6.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来访人员参赛报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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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作方案

为保障职业技能大赛的安全性和有序性，根据省、市应对新型

冠状肺炎疫情联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为有效防止疫情的传播，落实

防控措施，制定相关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新冠肺炎防控应急工作方

案如下：

—、人员防控

（一）报到当天，以参赛团队为单位，进行个人信息登记、测

量体温，并查看“粵康码”，完成以上事项方可领取参赛资格证, 完

成报到手续。

（二）在竞赛场地入口设置体温测量点。

1.对进入管辖区的人员做好测温工作，做好人员信息和测温记

录，体温正常方可进入。

2.对体温额温枪＞36.8 的人员进行水银针测温，水银针测

温>37.3 人员，拒绝进入，并第一时间报告大赛组委会和辖区指定应

急部门，做好相关区域消毒，依照疫情防控指引采取相应措施。

（三）设立临时医学观察点和单独隔离观察间，临时医学观察

间用于初测体温＞37.3 的人员的体温复测和待送人员停留；单独隔

离观察间用于不需要在医院隔离的具有发热等症状人员的隔离观察。

（四）对拒不配合测温和登记工作的相关人员，选手则取消参

赛资格，其他人员则拒绝进入竞赛场地，并立即上报领导或相关政

府主管部门。

（五）防控期间严格控制外卖、快递人员进入管辖区域。

二、环境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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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管辖区域的环境卫生保洁工作，增加保洁频率和次

数，特别是卫生间和人流密集场所。

（二）按照《机关企事业单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消毒工作指引》，保洁人员使用消毒药剂对管辖区域的公共设施

设备及开放性场所全面消毒，消毒次数要相应增加。电梯轿箱、卫

生间每隔两个小时消毒一次。

（三）加强巡查和检查，增加安保巡逻的频率和次数，确保管

辖区域的安全保卫和消防安全工作。

三、出现疑似疫情后的应急防控措施

按照政府部门要求及时有效的开展相关防控措施：

（一）管辖区域内发现疑似病例后，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发现可疑或感染病例（核酸检测阳性）后，应在第一时间（1

小时内）向组委会上报。每日应将疫情发展变化情况上报大赛组委

会，由组委会指定人员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2.联系三甲医院（指定医院），对疑似病人进行救治和隔离。

3.积极配合卫健部门对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视情况

采取相应隔离、追踪、救治措施。

4.按照省、市、区、街道和卫健委要求，落实其他冠状病毒紧

急防控、防治、救治应对措施。

5.对疑似病例人员所在部门和区域进行消毒。

（二）发现新冠病例后，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要求，向大赛组委会报告，由组

委会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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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卫健部门及时追踪密切接触者，对有接触者进行隔离观

察。

3.通知新冠病例人员所属街道，由街道联系家属，做好防范和

跟进工作。

4.协调防疫部门对相关场地进行严格的消毒。

5.服从疫情防控部门的指挥，严格执行相关指引，配合做好一

切防控工作。必要时按照指引立即停止赛事。



16

附件 1

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报名表

单位联系人姓名： 手机：

姓名 性别

相片

（大一寸

白底彩色）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邮编

职称
职业资格/职
业技能等级

竞赛组别
教练或指导
老师(填 1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代表队）

联系地址

个人简历

所在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竞赛组别：职工组或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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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裁判员推荐表

单位联系人姓名： 手机：

姓名 性别

相片

（大一寸

白底彩色）

出生年月 学历

身份证号码 邮编

职称
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等级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代表队）

联系地址

个人简历

所在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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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代表队（盖章）：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序

号
姓 名 电话 邮箱 附注

1 职工组选手

2 职工组选手

3 学生组选手

4 学生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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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问卷

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一、近14天内是否有发热、干咳、咳嗽、乏力、气促等呼吸

道症状？ 是□ 否□

二、近14天内是否去过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或有病例

报告的社区？ 是□ 否□

三、近14天内是否接触过来自境外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

员？ 是□ 否□

四、近14天内是否与新冠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 有

密切接触？ 是□ 否□

五、近14天内您的家庭或办公室等小范围内是否出现2 例

及以上呼吸道症状的病例？ 是□ 否

六、近14天内所在城市？

本人承诺如实填写《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如有发

热、乏力、咳嗽、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将及时向主管部门

报告，并立即就医。如因隐瞒病情及接触史，引起影响公共安全

的后果，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国内： 省 市 区/县

□国内：

□境外：国家及地区

省

：

市

□香港 □澳门

区/县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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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2 年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大赛

包装设计师(设计+工程)广东省选拔赛

赛前 14 天体温检测表

单位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现生活居住地 返回居住地时间

确认事项 是或否

最近是否到过中高风险地区

是近是否接触过中高风险的外来人员

近期是否有发烧、咳嗽等证状

日期
8:00-20:00

体温 日期
8:00-20:00

体温

备注：1.以上信息填写应准确、真实；2.如有体温异常（≥37.3℃）需及时上报疫情防控管理员；

3.只需报大赛前 14 天情况；4.参赛人员打印签字（一张纸不够可续页打印），交报到工作人员。

本人承诺对以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承诺人签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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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来访人员参赛报备表

参赛单位名称 参赛队人数

以下为来访人员详细资料（注：粤康码、近期 14天行程为参赛前一天截图）

序号 姓名 手机号码 身份证 48 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近期 14 天行程查询情况

1

2

...

竞赛办公室

负责人意见

(此栏参赛单位无需填写）

签名：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