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

电 梯 行 业 分 中 心 
     文件 

梯职鉴字【2015】009 号 

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新闻发布会暨训练营开营仪式邀请函 

 

尊敬的              

随着我国电梯行业飞速发展，电梯制造规模和技术水平不断扩大

和提升，电梯的广泛应用已经深入各个经济领域并进入千家万户。电

梯的安装是制造的延续和结点，质量关系到电梯整个生命周期，从事

电梯安装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电梯使用的安全可靠性和人民的生命

财产。几年来，在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和专家们的辛勤努力下，《电

梯安装工》国家职业标准已经顺利通过行业终审并且应用于行业技能

人才的鉴定工作中。2014 年电梯行业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电梯维修

工职业技能竞赛。带动了电梯行业维修技能人才的成长，获得了行业

广泛的响应和欢迎。 

为了进一步宣贯电梯安装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使之紧密与企业

人力资源配置相契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养电梯行业的

高技能人才和进一步延续和扩大职业技能竞赛对电梯行业技能人才

建设的推动作用。通过职业技能竞赛的平台，为行业企业搭建技能工

人成长的绿色通道，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



 
 

 

此推动行业企业内职工学技术、比贡献的积极性。同时带动相关职业

技术院校在提高电梯专业教学质量、教育改革和提升师生技能素质水

平等方面不断创新和探索。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应势而

生。 

由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和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

梯行业分中心主办，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承办的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

业技能竞赛总决赛将在 2015 年 5 月中旬在重庆隆重举行。 

本届竞赛以现行国家法规、标准为依据，组织行业专家对竞赛赛

程、赛制、竞赛项目、竞赛内容、考核重点等方面进行反复论证。旨

在普及规范操作、加强安全意识、提高人员素质、展示企业风采、促

进行业交流。 

为广泛传达本届竞赛的讯息，加深各界朋友对本届竞赛的了解，

竞赛组委会将于 2015 年 4 月 11~12 日于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举办“全

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新闻发布会暨训练营开营仪

式”，届时将邀请主办单位、承办单位、中国电梯协会、重庆市政府、

联合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参会队领队和新闻媒体出席。 

竞赛组委会诚邀您拨冗出席，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会议时间：2015 年 4 月 11~12 日 

会议地点：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乐学楼; 

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福星大道 2号 

报到时间：2015 年 4 月 10 日 

报到地点：新华海颐宾馆； 



 
 

 

重庆江津双福新区学院大道 2 号，023-61089111 

接站地点：江津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双福广场） 

会议食宿由承办方（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统一安排，收取费用：

1500 元/人，具体安排见附件 2“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

总决赛新闻发布会暨训练营开营仪式后勤服务保障方案”。 

报到联系人：刘伟15233671188、王锐13831660655、苏克 13908326226 

吕晓斌 18883320051、刘逍 13637836836 

 

回执表 

单位  

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房间要求 移动电话 

      

      

请在 4 月 3 日之前将参会回执发到：zgdthy@163.com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电梯职业技能竞赛      新闻发布会     训练营开营仪式              

主  送：联合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技术专家委员会、参会单位及相关单位               

 

 

 



 
 

 

附件 1         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 

总决赛新闻发布会暨训练营开营仪式流程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0 日 全体报到 苏克 新华海颐宾馆 

11 日 

8:40—9:30 接站、引导 苏克 新华海颐宾馆 

9:30-10:00 签到入场 志愿者 

乐学楼 3层 

10:00-10:05 开场词 李增健 

10:05-10:15 中国电梯协会领导致词  

10:15-10:20 重庆市政府领导致词  

10:20-10:25 主办方致词 史仲光 

10:25-10:30 承办方致词 雷杰 

10:30-10:35 公布参会队伍名单 李增健 

10:35-10:40 重庆站点挂牌仪式 李增健 

10:40-11:00 训练营开营仪式 李增健 

综合实训馆 
11:00-11:30 

参观竞赛场地 

媒体现场采访 

志愿者 

王锐 

11:30-13:00 午餐 志愿者 
第一综合服务楼

二楼食堂 

13:00-13:20 竞赛组织和宗旨介绍 原徐成  

 

 
13:20-13:40 竞赛规则和流程介绍 

王锐 

（廊坊） 



 
 

 

13:40-14:00 竞赛后勤服务介绍 司良群  

 

乐学楼 3层 

14:20-14:40 竞赛训练营介绍 李志弘 

14:40-14:50 理论项目介绍 蔡金泉 

14:50-15:10 模拟项目介绍 高子越 

15:10-15:50 实操项目介绍 赵光瀛 

15:50-16:00 监控直播系统介绍 王克洪 

16:00-16:20 竞赛计分系统介绍 顾德仁 

16:20-16:40 裁判工作流程及守则 孙立新 

16:40-17:00 竞赛应急保障和注意事项 陈路阳 

17:00-18:00 晚餐 志愿者 
第一综合服务楼

二楼食堂 

18:00 返回宾馆 志愿者 学院西门 

12 日 

8:40—9:00 接站、引导 苏克 新华海颐宾馆 

9:30-12:00 
实操项目 

1 考位模拟竞赛 

王锐 

（兰州） 
综合实训馆 

12:00-13:00 午餐 志愿者 
第一综合服务楼

二楼食堂 

13:00 送至下榻酒店或返程 志愿者 学院西门 

14:00 退房，送至双福广场 苏克 新华海颐宾馆 

 

 

 

 



 
 

 

附件 2      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新闻发布会暨训练营开营仪式后勤服务保障方案 

     

为确保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顺利有序举办，

特制订全国首届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期间后勤服务保障

方案。 

一、 住宿安排 

负责人：吕晓斌（18883320051）、苏克 13908326226 

序 宾馆名称 地址 早餐 人员类别 

1 能源宾馆 能源学院西门旁 第一综合 工作人员 

2 新华海颐 双福新区学院大道 2 号 酒店 与会嘉宾 

二、 餐饮安排   

负责人：张兵 15923525871、余松柏 13996054950 

1、所有与会人员报到时领取餐劵。 

2、中餐、晚餐安排在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第一综合服务楼二楼食

堂专用餐窗口就餐。 

3、因能源宾馆无早餐，下榻在能源宾馆的人员在第一综合服务

楼二楼食堂早餐。 

三、自驾车停车安排 

      会议期间领导、专家、裁判的自驾车辆停放在学院东门专用停

车场，其余车辆均停放在学院外马路两侧（东门-南门-西门） 

四、交通安排 



 
 

 

统一接站地点：江津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双福广场）。 

所有人员抵渝后乘坐社会车辆至江津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重

庆能源职业学院在此设立接待点，再由工作人员引导换乘重庆能源职

业学院专车至宾馆报到，领取会议资料。 

负责人：吕晓斌 18883320051、刘逍 13637836836、苏克 13908326226 

1、 4 月 10 日，重庆各口岸至福城广场交通方式 

 

 

 

 

1.江北机场至双

福广场 

1.公共客车：从机场 T2航站楼 4、5号出口之间的旅客

换乘中心，乘坐至江津的公共客车，在双福新区福城中

央广场下车，换乘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专车至就住的宾馆/

酒店。公共客车早上 10:30 发车，晚上 20:20 收班，每

天 8 班车滚动发车，票价 35 元/人。                                                           

2、轨道交通：江北机场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于牛角沱下

车后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到大堰站下车，在 B 出口出站

后，穿过地下人行通道，换乘 487 路公交至巴福站下车，

再坐 311 路到江津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下车，票价 12

元/人。                

3、出租车：大约 90 公里，约 200 元/车。           

 

 

 

 

 

一、火车北站南广场：                                                  

1、公共客车(推荐线路）：乘坐火车抵渝，下车后到旁边

的龙头寺长途汽车站，乘坐至江津的公共客车，于双福

新区福城中央广场下车。公共客车时间早 7:00—20:50，

15 班/天，票价 24 元/人。                     



 
 

 

 

 

 

 

2.火车重庆北站

至双福广场 

2、轨道交通：在火车北站南广场乘坐轨道交通 3 号线于

牛角沱下车后换乘轨道交通 2 号线到大堰站下车，在 B

出口出站后，穿过地下人行通道，换乘 487 路公交至巴

福站下车，再坐 311 路公交车到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

下车。票价 12 元/人。                      

3、出租车：大约 50 公里，约 120 元/车                                                                                                               

二、火车北站北广场：                                                  

1、公共客车（推荐线路）： 乘坐火车抵渝，下车后到旁

边的汽车站乘坐 668 路公交至龙头寺长途汽车站，再乘

坐至江津的公共客车，于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下车。

公共客车时间早 7:00—20:50，15 班/天，票价 24 元/人。         

2、轨道交通：在北广场汽车站乘坐 665 路公交至轻轨 3

号线龙头寺站，换乘轨道交通 3 号线牛角沱下车后换乘

轨道交通 2 号线到大堰站下车，在 B出口出站后，穿过

地下人行通道，换乘 487 路公交至巴福站下车，再坐 311

路公交车到江津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下车。票价12元。                                        

 3、出租车：大约 50 公里，120 元/车 

3.市内长途汽车

站至双福广场 

1、乘坐至江津的公共客车，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下车。 

2、出租车：大约 45 公里 

4.市内公交至  

双福广场 

乘坐轻轨 2 号线到大堰站 B 出口出站后，穿过地下人行

通道，换乘 487 路公交至巴福站下车，再坐 311 路公交

车到双福新区福城中央广场下车。 



 
 

 

 

5.自驾车至双福

广场 

2 条线路：                                                                

（1）重庆周边省（市、区）和主城以外的自驾车辆经高

速公路（G65、G75、G93、G85）选择进入重庆绕城高速

公路 G5001，往江津方向行驶至珊瑚站下道，出收费站直

行 200 米到达学院西门。                         

（2）重庆主城的自驾车辆可由内环高速至双山下道，经

华福路、九江大道行驶至福星大道 2号学院东门。 

 

 

 

公交车运行时间 

487 路：首班 06：00——末班 20：00 

311 路：首班 06：00——末班 19：30   

665 路: 首班 06：30——末班 23：00 

668 路：首班 06：30——末班 22：00                                               

轨道三号线：首班 06：30——末班 22：30 

轨道二号线：首班 06：30——末班 22：30 

 

2、4月 10 日，福城广场接待点至宾馆交通方式 

2.1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安排车辆于 9：00-21：30，在双福新区福城

中央广场接待站滚动发车接送参会人员至宾馆。 

2.2 车辆安排表 

 酒店名称 路程 

1 号车 新华海颐酒店 1 公里 

2 号车 能源宾馆 4 公里 

 



 
 

 

3、会议期间宾馆至赛场往返交通安排        

3.1 发车时间表 

3.2 入住能源宾馆的人员步行至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序

号 
日期 时间 出发地点 目的地 

1 

 
4 月 11 日 8:40 新华海颐酒店 学院西门 

2 4 月 11 日 18:00 学院西门 新华海颐酒店 

3 4 月 12 日 8:40 新华海颐酒店 学院西门 

4 4 月 12 日 13:00 学院西门 新华海颐酒店 

5 4 月 12 日 14:00 退房，新华海颐酒店 双福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