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育婴员

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育婴组委会﹝2021﹞01 号

关于印发《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

“谷丰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文件》

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市区社会福利机构、各

市区育婴机构、各市家庭服务业协会等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广东省

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们制定了《2021 年广东省

职业技能竞赛——“谷丰杯”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文件》，现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一、竞赛安排

1、竞赛时间：2021 年 11 月 5-6 日（2 天）

2、竞赛地点：荔湾区“家政+养老”融合发展中心

二、报到安排

1、报到时间：2021 年 11 月 5 日上午 10:00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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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到地点：荔湾区“家政+养老”融合发展中心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 123 号 4 楼自编 404)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俊健 13570249780

胡惠华 13926402189

办公电话：（020）89083455

电子邮箱：gzhzz8386@163.com

学院网址：www.gdhzz.com

竞赛群 QQ：300425681（2021 年省育婴竞赛群）

邮政编码：510280

广东省育婴员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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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谷丰杯”

育婴员职业技能竞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与内容

（一）竞赛项目

育婴员

（二）竞赛内容与方式

1、理论知识竞赛

理论知识竞赛采取闭卷笔试方式进行，竞赛内容包括育婴员基础

知识和专业知识等，满分 100 分，竞赛时间 120 分钟。

2、操作技能竞赛

操作技能竞赛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竞赛内容包括生活照

料、保健与护理、健康与管理、教育实施和指导与培训等。满分 100

分，每位选手比赛用时为 30 分钟。选手在限定的操作时间内，按标

准动作、规范完成操作。

（三）竞赛标准

以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为依据。命题在上

述标准要求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等

相关内容。

1、理论知识部分

理论知识竞赛考核按国家职业标准资格考试的相关知识命题，试

题类型为单选题（占 70%）、多选题（占 10%）和判断题（占 20%）三

部分，详见下表：

项 目
比 重
（%）

内 容 范 围
考核
方式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职业守则 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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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 10

婴幼儿教养基本理念、婴幼儿生
长发育基础知识、婴幼儿日常生
活照料和护理基础知识、婴幼儿
日常生活中教育的基础知识、安
全工作常识、相关法律、法规
知识

相关
知识

生活照料 14
喂养、进餐与食品制作、营养
配餐与食谱编制、环境创设与
清洁消毒

保健与护理 15
特殊婴幼儿保健、常见症状与
护理、

健康与管理 13
预防伤害与急救、健康与指导、
心理与行为观察

教育实施 38

动作发展指导、语言能力培

养、认知能力培养、社会性

（情感） 能力培养

指导与培训 5 指导、培训

合 计 100

2、技术操作部分

（1）试题主要包括基本内容

每项操作流程均包括：工作准备、操作实施、整理、综合评价等

操作环节。

（2）形式与比例

技能操作竞赛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以生活照料、保健与护理、

健康与管理、教育实施、指导与培训等五部分构成，详见下表。

项 目
比 重
（%）

内 容 范 围
考核
方式

技能
要求

生活照料 14
能发现哺乳期各阶段出现的问
题，制定食谱并进行喂养

现场
操作

保健与护理 11
能识别婴幼儿五大领域的异常
表现、心理发育状况及常见病，
并进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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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管理 15
预防伤害的急救处理及心理与
行为的健康指导

教育实施 50
婴幼儿动作能力、语言能力、
认知能力、社会性（情绪情感）
能力的培养

指导与培训 10
对家长、初、中级育婴员的教
养行为进行指导与培训

合 计 100

注：

①每项操作流程均包括：问候、评估、准备、操作、观察反应、

检查、整理、指导、情况记录、制定计划等操作环节。

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操作环节，超出时间停止该项目操作。

二、成绩评定方法

（一）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大赛技术工作委员会的裁判组负

责。

（二）理论知识竞赛由评分裁判员根据评分标准统一阅卷、评分

与计分。

（三）操作技能竞赛的成绩，由现场实际操作评分和阅卷评分两

部组成。其中现场实际操作根据现场记录，由现场裁判组集体评判成

绩。

（四）参赛选手专业理论和操作技能两部分成绩皆达到 60 分及

以上者为合格。

（五）参赛选手个人的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

赛两部分成绩的累加排定，其中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占 30%，操作技能

竞赛成绩占 70%。大赛团队成绩排名以该团队 3 名选手个人成绩之和

计评。当出现总成绩相同时，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操作技能成绩

高者名次在前；若还不能分出先后，则比较教育实施模块操作的得分

从高到底的排列,操作得分高优先原则,决定选手最终名次。

三、竞赛设备

（一）专业理论竞赛在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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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技能竞赛在指定场地，采用婴幼儿模型模拟家庭护理

情景的方式进行，由大赛承办方根据参赛人数和竞赛实际需要配备相

关设备和材料。

四、竞赛规则

（一）竞赛规则

1、理论知识竞赛

（1）参赛选手按座位上序号对号入座。并将参赛证和有效身份

证放在座位左上角明显位置。竞赛全过程中，选手不得中途无故退场。

（2）竞赛过程中由于选手个人因素（如身体条件）引起的竞赛

无法正常进行，组委会将不对此负责，选手将以弃权处理。

（3）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应自觉遵守赛场秩序，保持安静，竞赛

进行过程中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交谈，更不得大声喧哗吵闹，否则将给

予警告直至取消竞赛资格。

（4）选手在竞赛期间未经组委会的批准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

人进行的与竞赛内容相关的采访。

（5）选手不得将竞赛的相关情况资料私自公布。

（6）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必须主动配合裁判的工作，完全服

从裁判安排，如果对竞赛裁决有异议，请通过领队以书面形式向裁判

提出申诉。

2、操作技能竞赛

（1）操作技能竞赛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按要求完成。

（2）选手的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由参赛选手对抽签结果签字

确认。竞赛裁判组将对各参赛选手的身份和填写资料进行核对。

（3）在裁判长宣布竞赛开始时，由裁判组发评分表同时开始比

赛计时。

（4）参赛选手对参赛物品应爱护和防止丢失。损坏的物品必须

保留，丢失的参赛物品要照价赔偿。

（二）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并佩戴大赛组委会签发的选手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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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赛；穿戴由大赛组委会下发的统一工作衣、帽等参加比赛。

2、参赛选手必须按比赛时间提前 30 分钟检录进入赛场，并按

指定编号就位；迟到 15 分钟者不得参加竞赛；离开赛场后不得在赛

场周围高声谈论、逗留。

3、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除带答题钢笔、黑色签字笔

外，不得将相关技术资料、工具书、所有类型的通讯工具和摄像工具

带入赛场。

4、参赛选手须使用现场工作人员统一下发答题用稿纸，在试卷

上规定的位置填写选手证号，试卷其它位置不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

份的记号或符号，否则取消成绩。

5、参赛选手须按试卷相应试题要求、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统一用

具、按规范流程操作，保障模拟护理对象的安全。

6、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

经评审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选手中途离场时间（休息、饮水或

去洗手间）一律计算在操作时间内。

7、参赛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裁判人员提问，选

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处理。

8、参赛选手听到大赛结束命令时应立即停止操作或答题，不得

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离开比赛场地不得将草稿纸等与比赛有

关的物品带离现场。

9、参赛选手若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提前结束；

竞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

何操作。

（三）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工作人员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关证件，

着装整齐。

2、除现场裁判评委、安全巡视和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

他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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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得影响比赛进行。

4、各参赛选手的陪同人员（领队、指导老师及随行）一律不得

进入赛场。

5、竞赛现场设置中间休息场所，安排一个半小时休息和进餐时

间，用餐自理，赛场统一供应饮用水。

（四）竞赛现场操作违规、违例扣分办法

现场监考人员、裁判在竞赛过程中发现有下列行为者，按有关规

定予以扣分并记录在案。（仅列入评分标准，不作为违规、违纪处理）：

1、操作竞赛时选手服装或口头报告不得提示参赛单位名称，违

反规定者扣 10 分。

2、选手违反规定出现单位标志扣 10 分。

（五）申诉与仲裁

1、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工具和设备、有失公正的评

审、计分以及工作人员和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须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仲裁

工作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尽快反馈给当事

人。

（3）参赛选手在比赛中对裁判评判有异议，在赛后 30 分钟内向

本单位领队反映，由领队通过以书面形式向竞赛仲裁组申请仲裁。

2、仲裁

（1）为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保证比赛结果公平公正，组委会

下设仲裁工作组，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的所有申诉进行仲

裁。

（2）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对处

理意见不服而停赛，否则视弃权处理。

（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1、参赛单位提前做好参赛人员的身体检查，每天两次进行体温

检测并做好相应记录。如人员出现可疑症状时，需及时报告疾控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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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消参赛。

2、参赛单位为参赛人员配备相应的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液

等防护用品。

3、参赛人员比赛全程必须佩戴口罩，有违反规定者可视情节轻

重取消比赛资格。

4、比赛期间出现参赛人员确诊感染的情况，应立即终止比赛，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理，主动配合组委会按规定进行上报及送诊

治疗。

五、竞赛参考书

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用于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育婴员（基础

知识、五级、四级、三级），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编写，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六、大赛场地交通

荔湾区“家政+养老”融合发展中心 周边公交

地点：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南路 123 号 4 楼自编 404（芳和花园

购物广场 4 楼党群服务中心）。

乘车指南：

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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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和花园总站：121A、411

东漖南路站：70、74、207、552、812、838、962、966、993、

高峰快线 56、广 419

龙溪大道东（教师新村）站：1、207、411、552、556、812、

838、990、佛 275、高峰快线 53、广 412

地铁：地铁 1 号线 坑口站 D 出口

七、本技术文件的解释权归组委会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