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

电 梯 行 业 分 中 心 
     文件 

 

梯职鉴字【2017】010 号 

 

 

关于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

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报名通知 

 

各电梯设计制造、安装维保单位、鉴定机构、物业公司及设有电梯专

业的院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

部”）人社部函【2017】46 号文件精神，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中国制造 2025》，加快培养和选拔高

技能人才，推动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人社部决定组织开展 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其中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详见文

件附录中第 20 项。举办此次竞赛的目的在于通过竞赛营造重视技能、

尊重技能人才的社会氛围，并构筑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绿色通道，从而

达到展示电梯行业安装维修技术工人技能水平和电梯企业产品品牌，

激发电梯全行业技术工人学习技术、业务的热情。同时向全社会展现

电梯安装维修人员风采，让社会大众对电梯设备和电梯安装维修工作

有进一步的了解，构建安全、便捷、舒适的电梯使用氛围。 

一、竞赛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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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

职业技能竞赛 

二、竞赛类型： 

国家级二类竞赛 

三：竞赛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 

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二）协办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 

（三）承办单位：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齐河县人民政府 

山东金鲁班电梯有限公司 

（四）冠名单位： 

山东金鲁班集团有限公司 

（五）竞赛机构：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竞赛技术规程》规定，2017 年中国技能大

赛——“鲁班杯”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以下简称

“竞赛”）由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冠名单位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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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指导委员会和竞赛执行委员会。 

竞赛执行委员会下设技术委员会和竞赛办公室。竞赛办公室设

在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及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

业分中心。 

竞赛指导委员会审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竞赛原则和竞赛方案，

指导和监控竞赛的全过程；对竞赛期间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发布竞

赛决赛结果。竞赛执行委员会在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制定并落实

竞赛方案，竞赛整体安排和组织管理，指导竞赛技术委员会和竞赛办

公室工作。竞赛技术委员会全面负责竞赛的各项技术准备和支持工

作，下设命题组、裁判组和仲裁组。竞赛办公室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

安排和日常管理工作。 

预赛组委会由各预赛主办、承办、协办单位组成，详见各预赛

区通知。在竞赛执行委员会指导下，负责预赛阶段的具体工作。包括

制定预赛方案（竞赛与技能鉴定结合）、组织赛前培训、预赛选拔以

及预、决赛报名等工作。 

四、竞赛原则 

本届竞赛遵循“广泛参与、赛鉴结合、注重实效、隆重表彰”

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五、竞赛内容与形式 

竞赛分为“电梯维修”、“电梯安装”、“自动扶梯维修”和“学

生维修”4 个组别；每个组别分别进行“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2 个竞赛项目。 

电梯维修：每队 2人，教练 1 名。 

电梯安装：每队 3人，教练 1 名。 

自动扶梯维修：每队 2 人，教练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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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维修：每队 2人，指导教师 1名。 

理论知识项目：采用计算机闭卷方式进行竞赛，时间 90min，共

100 道题。预赛所有赛区采用同一答题系统，计算机自动判分。 

实际操作项目：在整梯及电梯台架上进行，时间为 90min，满分

100 分。由裁判员现场评分。 

理论知识项目个人参赛计分；实际操作项目团体参赛计分。选

手的综合成绩为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2项成绩之和。2项成绩权重为：

理论知识占 40%、实际操作占 60%。 

六、竞赛方式 

本届竞赛分为预赛和决赛  

（一）预赛：全国共设 20 个的预赛赛场，分别由各预赛组委会

组织进行，详见各预赛通知。 

（二）决赛：决赛分为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个竞赛项目。理

论知识项目采取计算机考试的形式进行；实际操作项目在整梯和电梯

台架上进行，职工参赛队按照预赛参加组别（电梯安装、电梯维修、

自动扶梯维修）参赛。决赛的所有竞赛项目由竞赛办公室、竞赛技术

委员会负责，在指定的统一场地进行。 

七、参赛对象与报名方法 

各参赛队由企业及院校性质的法人单位统一组织，通过官方网络

平台 www.rendianti.com 和 www.diantijiaoyu.com 报名。 

参加职工组竞赛的参赛选手为本企业从事电梯安装维修职业工

作的一线员工。 

参加职工组竞赛的参赛选手年龄要求在 18～60 岁之间。 

参加学生组竞赛的选手必须有学籍，限 40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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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赛全国统一理论竞赛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4 日，其他详见各预

赛通知。 

报名人员应提供真实、完整、准确的报名信息。 

决赛由通过预赛获得决赛资格的企业参赛队、学生维修参赛队和

组委会特邀参赛队，向竞赛办公室报名参加，不接受直接报名。 

八、竞赛标准、命题原则 

预赛理论竞赛由预赛承办单位组织实施，竞赛命题组统一制定，

实操竞赛试题依据《电梯安装工》、《电梯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中、

高级工“技能要求、相关知识”的标准组卷。实际操作项目由各预赛

单位命题专家组编制，经竞赛技术委员会审核合格，报竞赛办公室备

案后使用。 

决赛试题依据《电梯安装工》、《电梯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高

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技能要求、相关知识”的标准制定。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考核要点在试题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30％、50％、20％。

决赛使用的考试试卷，由竞赛命题组按竞赛技术委员会制定的考核大

纲及试题编写框架制定。 

九、选手名次确定 

选手排名原则详见竞赛技术文件。 

十、奖项设置 

（一）预赛阶段 

1、对在预赛中各项成绩均合格的选手颁发中级工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预赛阶段不涉及学生选手办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预赛设个人优胜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9 名、三等奖 15 名、

优秀奖 30 名，分别颁发荣誉证书。 

3、预赛设团体优胜一等奖 3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9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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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奖 12 名，分别颁发荣誉证书。 

4、最佳组织奖、特别支持奖和突出贡献奖若干。 

5、各组别前 9 名颁发 4 级“电梯特工”荣誉徽章，10-24 名颁

发 5 级“电梯特工”荣誉徽章。 

（二）决赛阶段 

职工选手奖励 

1、职业资格 

（1）对在决赛中竞赛各项成绩均合格的选手颁发高级工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 

（2）对决赛中各项竞赛成绩均合格且获得综合成绩第 4-15 名

的选手，可晋升一级职业资格（最高至技师），并颁发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 

（3）对决赛中各项竞赛成绩均合格且综合成绩前 3 名的选手，

颁发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的，可颁发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证书。 

（4）职业资格证书按选手在预、决赛中取得的最高职业资格等

级颁发，但新的证书等级和原等级跨度不允许超过两级。 

2、荣誉称号 

（1）对决赛中各组别综合成绩第一名的选手报请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对决赛中竞赛综合成绩第一名的企业选手报请全国总工会

推荐参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 

（3）对获得决赛各组别 35 周岁以下，综合成绩第一名的选手，

报请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4）对竞赛全体裁判员授予“优秀裁判员”称号，颁发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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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证书。 

（5）对竞赛决赛操作技能成绩电梯维修组前 4名、电梯安装组

前 3 名、自动扶梯维修组前 3 名的参赛队授予“优秀操作技术团队”

称号。 

（6）对获得决赛各组别团体优胜一等奖的教练授予“金牌教练”

称号。 

（7）各组别前 3 名颁发一级“电梯特工”荣誉徽章，4-15 名颁

发二级“电梯特工”，16-30 名颁发三级“电梯特工”荣誉徽章。 

3、竞赛奖项 

（1）电梯维修组：设个人竞赛优胜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 50 名；按获奖等级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2）电梯安装组：设个人竞赛优胜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10 名，

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 60 名，按获奖等级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3）自动扶梯维修组：设个人竞赛优胜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优秀奖 21 名，按获奖等级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

书。 

（4）电梯维修组：设团体优胜奖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8名，三

等奖 12 名、优秀奖 20 名，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5）电梯安装组：设团体优胜奖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6名，三

等奖 9 名、优秀奖 15 名，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6）自动扶梯维修组：设团体优胜奖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4名，

三等奖 6名、优秀奖 10 名，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7）决赛设最佳组织奖、特别支持奖、突出贡献奖若干，颁发

奖牌和荣誉证书。 

学生选手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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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资格 

对在决赛中各项成绩均合格且年满 18 岁的学生选手颁发四级

（中级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2、荣誉称号 

（1）对获得综合成绩第一名的学生选手授予全国机械工业“技

能新星”荣誉称号，颁发奖牌和证书。 

（2）对获得综合成绩第一名的学生选手的指导教师授予全国机

械工业“育人标兵”荣誉称号，颁发奖牌和证书。 

3、竞赛奖项 

（1）设个人优胜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12 名、优

秀奖 21 名，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2）设团体优胜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

奖 20 名，分别颁发奖牌、荣誉证书。 

十一、竞赛时间、地点 

（一）预赛时间安排： 

2017 年 9 月 14 日，全国统一理论知识竞赛，详见各预赛通知。 

（二）决赛时间安排： 

2017 年 11 月 9日 报到 

2017 年 11 月 10 日 赛前会、训练营 

2017 年 11 月 11 日 开幕式 

2017 年 11 月 12 日 竞赛 

2017 年 11 月 13 日 闭幕式、疏散 

具体日程安排以竞赛期间发放的《竞赛日程表》为准 

竞赛地点：山东金鲁班电梯培训学校 

十二、竞赛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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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职业技能鉴定电梯行业分中心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 61 号 

邮政编码：065000 

联系人：刘伟  郎婷 

电话：0316-2311464  0316-2055247 

网    址：www.rendianti.com；www.diantijiaoyu.com 

邮    箱：diantijianding@163.com 

 

 

 

 

 

 

 

 

二○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主题词：全国首届电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   报名            

主  送：各电梯设计制造、安装维保单位、鉴定机构、物业公司及设

有电梯专业的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