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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白蚁〔2020〕2 号

关于举办第二届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倡导“工匠精神”，提升

白蚁防治行业公共服务能力，展示白蚁防治从业人员的专业形象

和精神风貌，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物业

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中物协[2019]16 号）相关要求，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

定于 2020 年 2-8 月举办“功成杯”第二届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指导单位：住房城乡建设部人事司、房地产市场监管司

主办单位：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全国白蚁防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赞助单位：江苏功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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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事司和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的指导下，中

国物业管理协会、专委会、全国白蚁防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各

赛区承办单位共同成立白蚁防治工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以下简

称“组委会”），负责此次竞赛的组织工作。各赛区承办单位由

组委会和有关单位协商确定，承办单位负责人列为组委会委员。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专委会秘书处。

二、竞赛工种和内容

（一）竞赛工种：白蚁防治工

（二）竞赛内容：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

理论知识考核内容包括白蚁生物学和生态学、白蚁分类学、

白蚁防治技术、药剂知识、房屋建筑基础知识、白蚁防治管理和

基本政策法规等。

实际操作考核分为现场操作和案例模拟两部分。现场操作主

要考察参赛人员对实物标本识别、白蚁标本采集制作与种属识别、

白蚁危害现场勘察与灭治施工、白蚁预防施工操作等方面的熟练

程度；案例模拟主要考察参赛人员白蚁基本的生物学、沟通协调、

现场蚁情勘察与判定、白蚁防治技术方案制定、白蚁防治技术综

合应用、项目管理等各方面的综合能力水平。

（三）竞赛方式：理论知识和案例模拟为闭卷考试，现场操

作为现场实地操作或答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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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竞赛命题：预赛命题由各赛区承办单位参考竞赛大纲

自行组织。决赛以国家相关职业标准为依据，结合竞赛大纲与白

蚁防治行业新的发展变化和工作实际，由组委会统一组织命题。

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成绩均采取百分制，合并计算总成绩，

其中理论知识成绩占 30%、实际操作占 70%。

三、报名条件和办法

（一）参赛对象条件

1.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或与白蚁防治机构签订劳动合同

的人员；

2.实际从事白蚁防治工作5年以上或具有白蚁防治工职业技

能五级（初级工）。

3.已获得“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选手，不再参加本次

竞赛。

(二) 参加决赛名额

各赛区可选拔 1-8 名选手参加全国决赛。

（三）报名办法

1.预赛阶段：参赛选手由所在单位向所在地赛区承办单位统

一报名，报名具体事项由各赛区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决赛阶段：各赛区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组委会办公室

报送决赛选手名单。

（四）费用说明

本次竞赛不收取参赛费用。参赛选手住宿、用餐和交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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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

四、赛区设置

全国各蚁害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别设一个省级赛区，由当

地白蚁防治协会（学会、专委会、省会城市白蚁防治机构或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单位）负责该赛区选手报名、预赛的组织和决赛选

手的选拔工作。

为了共同做好竞赛筹备工作，请各承办单位填写附件 1《全

国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承办单位信息表》，于 2 月 14 日

前反馈至专委会秘书处（电子版和纸质版）。

五、赛程安排

（一）预赛阶段

1．2 月-3 月，各赛区承办单位根据竞赛大纲和参考书目，

进行预赛准备工作；

2．4 月-5 月，各赛区承办单位组织开展预赛；

3．6月 10 日前各赛区承办单位向组委会提交决赛选手和赛

区情况汇总表等材料；

4．6 月中旬，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各赛区报送的参赛选手进

行资格审核；

5．7 月上旬，在网站上公示通过资格审核的选手名单，接

受社会监督，无异议者进入决赛选手名单。

（二）决赛阶段

8 月，组委会组织决赛，决赛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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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监督

（一）本次竞赛依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预

赛评委由各赛区自行确定后报组委会备案。决赛评委经各赛区推

荐，由组委会确定后报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备案。

（二）各赛区承办单位于 2月 14 日前向组委会报送推荐的评

委名单（每个赛区 1 名），请填写附件 2（电子版和纸质版）；组

委会进行资格审核，确定参与决赛监督的评委。评委要求品德优

秀、身体健康，具有白蚁防治、管理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精通白蚁防治业务，有相关大赛评委工作经验者优先。

（三）竞赛过程中，评委以交叉监督的方式对参赛人员进行

监考和打分。

（四）评委组设主评委一名，由组委会协商后确定，报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备案。

七、表彰奖励

竞赛决赛获得前3名的选手，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核准

后，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由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晋升技师职业资格。已具有技师职业资格

的，可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竞赛决赛获得第4-15名的选手，由全国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

能竞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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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行业主管部



6

门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可晋升技师

职业资格。

全国物业管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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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区对获奖选手给予相应奖励。

八、实施要求

（一）加强竞赛工作领导。各赛区承办单位要切实加强竞赛

工作的领导，在组织上、人员上、资金上做好保障，确保预赛顺

利开展，切实做好决赛选手的选拔推荐工作。

（二）统筹安排竞赛活动。各赛区承办单位要切实加强对竞

赛活动的组织和协调，认真制定预赛实施方案，做好预赛和参加

决赛选手的选拔工作，鼓励各赛区对预赛获得名次的选手给予相

应的奖励，并及时将预赛开展情况报组委会办公室，确保全国决

赛顺利举行。

（三）加强竞赛宣传工作。各赛区承办单位要充分利用新闻

媒体，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国家重视

技能人才、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和选拔工作的方针政策，宣传职

业技能竞赛在高技能人才培养、选拔的重要作用，宣传竞赛活动

中脱颖而出的优秀技能人才，宣传技能人才攻坚克难、立足岗位

做贡献的先进事迹，在全行业营造倡导“工匠精神”、崇尚技能、

尊重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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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组委会联系方式

中国物协白蚁防治专委会秘书处联系人：戴青峰、徐冬

电话：0571-88069181、87226879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 695 号 204 室 邮编：310011

电子邮箱：qgbyfzzywyh693@sina.com

网址：http://www.qgby.com/qgby_zwh

附件：1.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承办单位信息表

2.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评委推荐表

3.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各赛区联系方式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秘书处代章）

2020 年 1 月 15 日

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人事司、房地产市场监管司，有关地方白蚁

防治协会。

http://www.qgby.com/qgby_z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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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承办单位信息表

赛区名称 （ ）省、自治区、直辖市赛区

协会名称

预赛规模 白蚁防治工（ ）人

预赛时间 2020 年 月至 月

负责人姓名 职务

手机 微信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手机 座机

传真 Email

Q Q 微信

邮寄地址

承办单位意见

我愿意承担本赛区选手报名、预赛的组织和决赛选手的选拔工

作。竞赛过程中将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做好组织、协调和

管理工作。

负责人签字（盖章）：

2020 年 月 日

注：1.此表由经协商确定的地方白蚁防治协会（学会、专委会、省会城市白蚁防

治机构或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单位）填报。

2.负责人是指单位负责人，列为大赛组委会委员。

3.联系人是指赛区报名咨询联络员、代表队联络员，列入大赛通知附件。

4.请于 2月 14 日前，将 word 电子表格发至 qgbyfzzywyh693@sina.com，纸

质版盖章后邮寄至专委会秘书处。

mailto:将word电子表格发至qgbyfzzywyh693@sina.com，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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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评委推荐表

姓名 性别

照片出生年月 学历

专业技术职称 职务

从事专业年限 座机

手机 微信

Q Q E-Mail

通讯地址

工作简历

担任省、市

级以上大

赛裁判工

作经历

所在单位推荐

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赛区承办机构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公章）

注：专业技术职称请填写完整，包括职称级别与职称类型；请于 2月 14 日前向组委会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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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白蚁防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各赛区联系方式

序号 赛区 单位 联络人 咨询电话

1 辽宁省 大连市白蚁防治办公室 周 利 0411-84622474

2 上海市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周敏荣 021-64660205

3 江苏省
江苏省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吴红云 025−84522262

4 浙江省
浙江省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专业委员

会
何静 0571-88016806

5 安徽省 安徽省白蚁防治协会 李志伟 0551-62674362

6 福建省
福建省昆虫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陈少波 0591-83337717

7 江西省
江西省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刘 斌 0791-86719269

8 山东省 青岛市白蚁防治研究所 邹 琳 0532-83839615

9 湖北省
湖北省房协安全鉴定与白蚁

防治专业委员会
杨 帆 027-85482041

10 湖南省
湖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肖荷生 0734-8226618

11 广东省 广东省白蚁学会 成全球 020-84185453

12 广西省
广西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黎炎玲 0771-5606889

13 海南省
海南省物业管理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周春丽 0898-66182686

14 重庆市
重庆市物业管理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李璇君 023-63611009

15 四川省
四川省房地产业协会白蚁防治

专业委员会
陈天荣 028-86721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