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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封面：

2021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赛项申报书

赛项名称： 医学美容技术

涉及的专业大类/类： 医药卫生大类/医学技术类

方案联合申报单位（盖章） ：

淮南联合大学

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方案申报负责人： 赵东贤

方案申报单位联络人： 何晓文

联络人手机号码： 13855467298

电子邮箱： kyc@hnuu.edu.cn

通讯地址：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西路淮南联合大学

邮政编码： 232038

申报日期： 2021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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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要求1：

2021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赛项申报方案

一、赛项名称

（一）赛项名称
医学美容技术

（二）压题彩照

（三）赛项归属产业类型
101201，医疗服务业

（四）赛项归属专业大类/类
医药卫生大类/医学技术类

二、赛项目的

安徽省有多所高职院校开设有医学美容专业， 如： 淮南联合大

学、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皖西卫生职业学院、皖北卫生职业

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为了提高高等

职业院校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的综合实力及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提

升学生整体素质， 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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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 高标准严要求，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创造活力，拓宽学生视野，深化校企合作,进一步促进医

学美容技术专业的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改革，引导教学改革和专业

方向调整，扩大职业影响力，促进我国美容行业技能人才培养和储

备，保障我国美容服务行业快速、持续、健康、安全发展，全面提

升美容行业从业人员素质。

三、赛项设计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

（二）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人才缺口大、且用人企业对人才需求
量大，服务国家大健康战略。

（三） 竞赛内容对应相关职业岗位或岗位群、体现专业核心能
力与核心知识、涵盖丰富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点。

（四） 竞赛平台成熟。根据行业特点， 赛项选择相对先进、通
用性强、社会保有量高的设备与软件。

四、赛项方案的特色与创新点

（一）特色

本赛项的竞赛内容与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的赛项内容无缝对

接， 四个赛项的设置可以较为全面的衡量选手对医学美容技术专业

基本操作的掌握和应用熟练程度。

赛项设置要求学生专业知识面广、实践操作能力强， 操作规范。

抽签顺序和出场顺序均由现场抽签（双抽签）决定，保证比赛内容

的保密性，比赛采用全程单点双盲，确保比赛结果的公平、公正。

（二）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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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遴选的赛项为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的核心关键技能， 同时全面对

接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技能大赛美容赛项

及全国卫生职业院校美容技术专业竞赛， 和上述竞赛赛项保持高度

一致。但作为竞赛既要考虑项目的代表性和实用性， 又要考虑赛项

的可行性， 竞赛内容在兼顾上述竞赛的同时紧紧围绕专业核心知识

和技能展开，难度适中，可操作性强。通过大赛有力促进职业院校

学生综合能力特别是动手实践能力的提升， 同时促进教学改革和专

业标准化建设的发展。

2. 遴选的赛项可推动美容相关产业的发展， 与美容服务业相关的是

美发、化妆品、婚庆、摄影、时尚传媒等服务行业， 通过参加美容

赛项的竞赛，可以提高学生的多项美容技能，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的

学生毕业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擅长从事相关领域的技

术服务、产品销售、管理以及自主创业等工作， 以点带面， 可带动

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以服务支撑我省“三地一区”建设。

3.我校 2008 年即开设医学美容技术专业， 2020 年参与全国课程标

准制定，2021 年 9 月参加由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裁判长主持的世

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全国选拔赛说明会， 熟练掌握了世界技能大赛

竞赛规程和评判规则，可以较好的对接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

五、竞赛内容简介

（一）简单面部护理

（1）选手须独立完成赛前所有准备工作。比赛中所需的模特、用
品用具由承办方提供。

（2）选手须在 60 分钟内完成面部美容护理的操作过程。



5

（3）选手完成操作后，将物品仪器清理干净摆放整齐。

（二）手部护理

（1）选手须独立完成赛前所有准备工作，比赛中所需的模特及用
品用具由承办方提供。

（2）选手须在 60 分钟内完成手部护理操作过程。

（3）操作完以后整理好所用物品。

（三）眼部护理

（1）选手须自行准备比赛时所需的操作工具和材料。

（2） 参赛内容： 染眉毛、修眉、 睫毛种植， 一对一单根睫毛种植。

（3）选手必须在 60 分钟内完成操作。

（四） 彩绘化妆

（1）选手须独立完成赛前所有准备工作。比赛中所需的模特、用
品用具由承办方提供。

（2）选手须在 2 小时内按照提供的比赛图样稿完成化妆操作过程。

（3）选手完成操作后，将物品仪器清理干净摆放整齐。

六、竞赛方式（含组队要求、是否邀请省外代表队参赛）

参考 2021 年安徽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参赛报名的相关

要求，本赛项为个人赛。各参赛代表队参赛选手每个赛项限报两名

选手，每队至少选择两个及以上的项目参赛。

（一）参赛对象

参赛对象为全省高职院校 2021 年春季在籍学生（含本科院校高职

学生和社会扩招专业学生），技师学院、高级技工学校学生、行业

内企业（企业参赛选手年龄需为 2001.10.30 后出生） 也可参加本赛。

（二）组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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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赛项为个人赛。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 不得跨校组队， 参
赛队名称统一使用学校名称，不使用其他组织或团体名称。

2． 各参赛代表队参赛选手每个赛项限报两名选手， 每队至少选择

两个及以上的项目参赛。每名选手限报 1 名指导教师。选手和指导

教师的对应关系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每校限报 1 名领队，并从

参赛选手中设立队长 1 名。

3． 本次竞赛不仅限于安徽省内代表队参赛， 欢迎兄弟省份院校派
队参加。

七、竞赛时间安排与流程

第一日

14:00-15:30 报到

15:30-16:00 选手熟悉赛场

16:00-17:00 领队会、赛前说明、抽取第二日抽签顺序

第二日

8:00-8:30
各赛项选手检录抽签
宣布竞赛注意事项

8:30-10： 00 简单面部护理选手按抽签顺序顺次比赛

10： 00-12:00 手部护理选手按抽签顺序顺次比赛

12： 00-13： 00 中餐

13： 00-14： 30 眼部护理选手检录抽签（ 10min），比赛

14:30-16:50 化妆选手检录抽签（ 10min），比赛

17:00-17:30 统计赛项成绩、裁判会议

17： 30 公示成绩

八、评分标准制定原则、评分方法、评分细则

（一）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7

依据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和医学美容技术及相关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能力要求设定评分和评分细则。

（二）评分方法

技能操作竞赛成绩由裁判打分， 分客观分和主观分， 每组的裁
判员不少于 6 人。

个人成绩计算方法:去掉最低分与最高分后， 其他评委成绩的平
均分即为选手的最后得分，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若选手在比
赛中违反评分标准中所列违规情况，将在总分中扣除相应分值。

（三）评分细则
竞赛项目评分标准

（1）选手须独立完成赛前所有准备工作。比赛中所需的模特、用
品用具由承办方提供。

（2）选手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护理的操作过程。

（3）选手完成操作后，将物品仪器清理干净摆放整齐。

附：

2021 年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医学美容技术专业技能竞赛
评分标准

美容赛项
（一）赛项要求

1、选手须独立完成赛前准备工作， 比赛中用品用具， 模特按照要求
由各参赛院校自行准备、抽签决定使用者。
2、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美容护理的操作过程。
3、选手完成操作后， 将物品仪器清理干净摆放整齐。

1 简单面部护理 简单面部护理： 6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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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妆、清洁、 淋巴排毒按摩、敷软膜、软膜清洁、爽肤
润肤。

2 手部护理（法式）

手部护理： 60分钟

手部消毒、纱条修磨指甲、推剪后缘指皮、去除指甲周
围的开裂及翘起的指皮和硬皮、涂底油及亮油。

3 眼部护理
眼部护理： 60分钟，染眉毛、修眉、睫毛种植，一对一
单根睫毛种植。

4 彩绘化妆
化妆： 2小时（按照提供的比赛图样稿实施）

化妆：创意晚宴妆；

1 2 3 4 5 6 7

M1
0.50

洗手， 在开始操作前， 拿取所
有物品，产品取量适中。消毒床、凳、推
车、洁面盆、仪器、垃圾桶。物品摆放安
全整齐、井然有序、取放方便。

M2 0.50
顾客躺下及脱浴袍过

程时刻给顾客遮盖好毛巾，不暴露内衣及
多余皮肤。在顾客双膝或脚踝下放枕垫，
让顾客躺着舒适。消毒顾客双脚。美容师
操作前消毒双手。

M3 1.00 ：护理全程始终保持顾客安全与
舒适，整个护理过程内衣及多余皮肤不曝
光。

M4 1.00
用棉片及棉签检查整个面部无

残留产品，将棉片、 棉签编号陈列保管。

M5 0.50 ：

面部、前胸和肩颈按摩至少10分钟，设定
个人计时器并明示计时员计时。

M6 0.50 全脸敷面膜， 至少停留5分
钟，设定个人计时器并明示计时员计时。

M7 0.50 目测全脸及周围无残留面膜。

M8 0.50 已用爽肤水和面霜滋润皮肤，
目测皮肤光滑且不油腻，没有多余产品未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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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 0.50 面部护理全程

始终保持顾客舒适和安全，工具产品整洁
安全地摆放， 用过的物品不与干净的混放。
美容师、顾客、工作区域无残留产品。

J1 1.50

淋巴结位置及淋巴管
排毒走向正确，力度轻柔，有排毒作用。

0-位置、走向不正确，没有排毒作用。
1-位置、走向基本正确， 有一定的排毒作
用。
2-位置、走向比较正确，有排毒作用。
3-位置、走向正确，有排毒作用。

J2 1.50

自信、熟练、平稳、流畅、有节
奏感。

0-不自信， 技术相当有限。按摩手法差、
不平稳、不流畅， 动作生涩， 不能满足顾
客的需求。

1-较自信， 技术水平有限， 大多数平稳、
流畅，没有生涩动作， 基本满足顾客的大
部分需求。

2-自信， 技术水平较好， 手法平稳、流畅，

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3-非常自信， 技术水平高超， 手法非常平
稳、流畅，能满足顾客的需求。

J3 1.50

面膜整洁均匀地覆盖整个面部，

所有轮廓线整齐、干净。

0-面膜范围与标准有较大差异， 厚薄不均
匀:沾到了嘴唇、眼皮、睫毛或进到鼻孔、
耳朵里。

1-厚薄基本均匀， 有2-3处不均匀， 轮廓线
基本整齐:沾到了嘴唇、眼皮、睫毛或进到
鼻孔、耳朵里。

2-厚薄比较均匀， 有1处不均匀， 轮廓线比
较整齐。

3-厚薄均匀，轮廓线整齐。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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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M1 0.60
操作前消毒自己和顾客的双手。

M2 0.60
指甲从两边往中间单向修

磨，无来回拉锯式动作。

M3 0.60 指甲光滑无毛边。 与M4、
M6、M7、 M8、J1、J2一起检查。

M4 0.60
推剪后缘指皮， 甲板上无多

余指皮。

M5 0.60 力度适中， 无拉扯指皮
动作。

M6 0.60 去除指甲周围
所有开裂、翘起的指皮和硬皮， 触摸光滑。

M7 0.60 未造成顾客皮肤创伤。

M8 0.60 10个指甲亮油均匀整洁， 亮
油不沾到后缘指皮和周围皮肤。

M9 0.60 顾客全程姿态舒适， 无过度伸
展。

M10 0.60

护理全程安全
操作， 工具产品摆放安全整洁， 用过的物
品不与干净的混放。美容师、顾客、工作
区域无残留产品。

M11 0.60 工作区域干净整洁， 工位、设备、
仪器、产品归放到赛前标准。

M12 0.60 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结束工
作。

J1 1.40

:
0- 4个或4个以上指甲前缘形状不一致。

1- 7或8个前缘指甲形状一致。
2- 9个指甲前缘形状一致。
3- 10个指甲前缘形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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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1.40

0- 4个以上指甲的甲油触到后缘指皮或周
围皮肤； 粉色甲油不均匀光滑，微笑线弧
度、宽度及均匀度不一致。

1- 2或3个指甲的甲油触到后缘指皮或周围
皮肤； 粉色甲油基本均匀光滑， 微笑线弧
度、宽度及均匀度基本一致。

2- 1个指甲的甲油触到后缘指皮或周围皮

肤； 粉色甲油比较均匀光滑， 微笑线弧度、

宽度及均匀度较一致。
3- 每个指甲的甲油均匀光滑， 指甲周围干
净，微笑线弧度、宽度及均匀度一致。

10.00

1 2 3 4 5 6 7

M1 0.20 洗手， 在开始操作前， 拿取所
有物品， 产品取量适中。消毒床、凳、推
车、放大镜、垃圾桶。物品摆放安全整齐、
井然有序、 取放方便。

M2 0.10
顾客躺下过程时刻给

顾客遮盖好毛巾， 不曝露内衣及多余皮肤。
消毒顾客双脚。在顾客双膝或脚踝下放一
个枕垫， 让顾客躺着舒适。美容师操作前
消毒双手。

M3 0.10 将双氧水和染膏按正确的比例
混合成不稀薄的霜状。

M4 0.20 用染膏将毛发彻底地覆盖住，
表面光滑无染膏堆积，周围皮肤干净。

M5 0.20 用棉签清扫眉毛检查无残留染
料。

M6 0.10 目查周围区域、选手身上无染

料。

M7 0.10 用眉梳或棉签来回梳理， 目查
所有眉毛从根到末梢都染上了颜色。

M8 0.10 : 把眉毛梳理成形， 使用直边用具
进行测量，眉头、眉峰及眉尾位置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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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9 0.20 整个拔眉过程一直绷紧皮肤。

M10 0.20 顺着眉毛生长方向拔除主体眉
形（眉底线）之外多余明显的粗毛。

J1 1.00

:

0—皮肤大面积过度泛红， 未拔掉所有可见

粗眉毛，未梳理成型，两边眉毛不对称。

1—皮肤较少过度泛红，较少粗眉毛残留，

两边眉毛梳理成型，基本对称。

2—皮肤无过度泛红， 很少粗眉毛残留， 两

边眉毛梳理成型，较对称。

3—皮肤无过度泛红， 无可见粗眉毛， 两边

眉毛梳理成型，对称。

1 2 3 4 5 6 7
M11 0.20 使用非油性清洁剂清洁所有睫

毛，无残留。

M12 0.20 将眼垫盖住下睫毛并顺着下眼睑
及周围皮肤放置服帖平整， 睫毛周围不翻
翘。

M13 0.40 睫毛完整粘贴在每根自然睫
毛上，检查梳理时无掉落。

M14 0.20 操作区域、顾客身上、眼皮上
无睫毛、胶水等残留物。

M15 0.20 眼睛没有不适感、不流泪。眼球及眼部
周围皮肤无异常泛红（结束后一起检查。）

M16 0.20
选手将顾客护送到指定地点， 工作

区域还原到赛前标准，清洗双手并站在工位
上。

J1 0.60
1/0.5
0—50% 以上假睫毛与眼睑距离没有间隔

1/0.5 毫米并粘到眼睑。

1—70%以上假睫毛与眼睑距离间隔 1/0.5毫
米。

2—80%以上假睫毛与眼睑距离间隔 1/0.5毫
米。

3—95%以上假睫毛与眼睑距离间隔 1/0.5毫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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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 0.50
0—50%以上的睫毛互相粘连且胶感明显。
1—70%以上的睫毛根根分明无胶感。
2—80%以上的睫毛根根分明无胶感。
3—95%以上睫毛根根分明无胶感。

J3
1.00

90

0—50%以上睫毛没有与眼睑约成 90角度翘

起，歪斜、翘根、不顺直。

1—70%以上睫毛与眼睑约成
无歪斜、无翘根、较顺直。

2—85%以上睫毛与眼睑约成

无歪斜、无翘根、顺直。

3—95%以上睫毛与眼睑约成

无歪斜、无翘根、顺直。

J4 1.00

睫毛种植形状、长度、曲度和浓
密度对称， 适合顾客自然条件。长度要求长于
顾客自然睫毛 2 个毫米以上。

0—单边少于 60根， 分布不均衡， 形状、方向、

长度、曲度和浓密度不对称，不适合顾客。

1—单边 60 根以上， 分布基本均衡， 形状、

方向、长度、曲度和浓密度基本对称， 基

本适合顾客。
2—单边 70根以上， 分布均衡， 形状、方向、

长度、曲度和浓密度较对称， 较适合顾客。

3—单边 80 根以上， 分布均衡， 形状、方

向、长度、曲度和浓密度对称， 适合顾客。

1 2 3 4 5 6 7

M1 0.30 物品摆放安全整齐、井然
有序、取放方便。美容师操作前消毒自己
的双手。

M2 0.40 保护好顾客衣服。皮肤进行爽
肤及保湿。

90角度翘起，

90角度翘起，

90角度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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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0.30 选手将顾客护送到指定地点， 工作

区域还原到赛前标准， 清洗双手并站在工
位上。

J1 1.50

0—不自然， 厚薄不均匀， 分界线明显。无

立体感，深浅修容不自然。

1—基本自然， 厚薄基本均匀， 有两三处分

界线明显。立体感不明显， 深浅修容基本

自然。

2—较自然， 厚薄教均匀， 有一两处有细微
分界线。较有立体感，深浅修容较自然。
3—自然，厚薄均匀，衔接自然无分界线。
有立体感，深浅修容自然。

J2 0.50
0—晕染不均匀、两颊的颜色深度及位置不

一致。

1—晕染基本均匀， 两颊的颜色深度及位置

基本一致。

2—晕染较均匀， 两颊的颜色深度及位置较

一致。
3—晕染均匀， 两颊的颜色深度及位置一
致。

J3 2.00
0—颜色晕染不饱和、不均匀、不对称、不

干净，形状左右不一致。

1—颜色晕染基本饱和均匀、对称、干净，

形状左右基本一致。

2—颜色晕染较饱和均匀、对称、干净， 形

状左右较一致。

3—颜色晕染饱和均匀、对称、干净， 形状

左右一致。

1 2 3 4 5 6 7

J4 0.50
0—不对称、不干净， 卷翘弧度不自然， 真

假睫毛粘合不紧密，起翘。

1—基本对称、干净，卷翘弧度基本自然，

真假睫毛粘合基本紧密，微起翘。

2—较对称、干净， 卷翘弧度较自然， 真假

睫毛粘合较紧密，不起翘。

3—对称、干净， 卷翘弧度自然， 真假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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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紧密，不起翘。

J5 1.50
0—不对称、不干净， 眉型及粗细变化不自

然，线条不流畅，无立体感。

1—基本对称、干净， 眉型及粗细变化基本

自然，线条基本流畅，有些立体感。

2—较对称、干净， 眉型及粗细变化较自然，

线条较流畅，较有立体感。

3—对称、干净， 眉型及粗细变化自然， 线

条流畅，有立体感。

J6 1.00
0—不均匀、不平衡、不干净， 唇线不流畅，

形状不自然、不饱满。

1—基本均匀、平衡、干净， 唇线基本流畅，

形状基本自然、饱满。

2—较均匀、平衡、干净整洁， 唇线较流畅，

形状较自然、饱满。

3—均匀、平衡、干净整洁， 唇线清晰流畅，

形状自然、饱满。

J7 3.00
0—元素不完整， 有 1 处以上没画。图案与

身体结构比例， 图案之间比例不协调。图案

不对称。

1—元素完整。图案与身体结构比例， 图案

之间比例基本协调。图案基本对称。

2—元素完整。图案与身体结构比例， 图案

之间比例较协调。图案较对称。

3—元素完整。图案与身体结构比例， 图案

之间比例协调。图案对称。

J8 2.00

0—色彩不饱和， 线条不均匀。花的晕染过
渡不自然，缺乏层次感。
1—色彩基本饱和， 线条基本均匀。花的晕
染过渡基本自然，有一定层次感。
2—色彩较饱和， 线条较均匀流畅。花的晕
染过渡较自然，层次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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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彩饱和， 线条均匀流畅。花的晕染过

渡自然，层次感丰富。

若有下列违规情况，将受到扣分或取消比赛资格之处分，请务必注意：

1、选手迟到者扣总分 5分， 迟到 15分钟以上者不得进入赛场， 缺席视同放弃不得要

求退费；
2、未遵守大会规定擅自进出赛场者，扣总分 10 分；
3、场内与他人交谈，影响比赛者，扣总分 5 分；

4、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尊重评判者，扣总分 5 分；

5、比赛时间结束，还继续操作者扣总分 5 分。

九、奖项设置

本赛项为个人赛和团体赛， 赛项奖励依据《2021 年安徽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方案》奖励办法进行设置。

十、技术规范

（一）专业教育教学要求

竞赛项目符合高职院校“医学美容技术”相关专业实训教学内
容的需求，满足医美专业学生实际工作中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能
要求。

（二）行业、职业技术标准

1、《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2012） 全国卫生职业教
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现代学徒制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 医学美容技术专业（高

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十一、建议使用的比赛器材、技术平台和场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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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赛器材

洗面奶、爽肤水、按摩膏、面膜粉均无特殊要求。

（二）比赛实况录播

为了更好地做好大赛工作的网络化和信息化， 更好地向社会公

众呈现比赛盛况， 共享比赛精彩瞬间，突出大赛的技能重点与优势

特色，为宣传、仲裁、资源转化提供全面的信息资料。本赛项将安

排专门人员对大赛过程进行摄制记录；制作裁判、专家点评视频。

（三）竞赛环境

1．候考室: 选手携带三证（选手证、学生证、 身份证） ；检录、抽
签确定比赛工位。

2．技能竞赛区：

赛场设在淮南联合大学医学楼，赛场整洁、宽敞、明亮、安静，符

合操作项目要求。

（1）准备室：配备技能大赛操作相关用品

（2） A 赛场：简单面部护理竞赛、手部护理竞赛

（3） B 赛场：眼部护理竞赛、化妆技能竞赛

3．工作区

包括统分室、仲裁室、裁判休息室、专家休息室、工作人员休息室、

医务室、选手通道与工作人员通道。

考核后的选手与未考核的选手进出赛场的路径分别隔离，不相互交
叉。

十二、安全保障

所有参赛人员应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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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准备工作

1．赛前对全体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并明确每个人的相关职责，

熟悉比赛环节， 做到心中有数。

2．组委会召集竞赛裁判员、工作人员、各领队会议， 讨论确定
竞赛事宜和各方面的工作要求，明确安全责任及注意事项。

3．竞赛各项工作负责人应及时按组委会要求分解工作任务和安

全责任。

4．组委会和专家组应在赛前认真检查竞赛器材及场地，保证参
赛选手比赛安全。

（二）组织过程安全责任

1．竞赛期间， 裁判长为该项目安全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裁判员、

工作人员应各司其职，保证所在场地区域内参赛选手、工作人员的

安全，确保比赛正常进行。

2．领队为参赛院校所有选手安全的主要责任人，应按照竞赛要

求组织本参赛队学生在指定位置就位； 参赛选手有事须向领队请假。

3．参赛选手检录后方能进入比赛场地，认真进行准备活动，比
赛完毕立即退场，不得在赛场内逗留围观。

4．竞赛期间，赛场内设置安全责任岗，加强对赛场内的安全巡
查工作，责任到人，防止发生打架、失窃、踩踏等事件。严禁非本
赛项人员未经允许私自进入观看比赛或滋事。

5．竞赛期间须有医护人员在场，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发生的竞赛

伤害，并提前备好相应急救药品和器械。

（三）应对突发事件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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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期间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 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必须立

即做出反应，及时了解和分析事件的起因和发展态势， 采取措施控
制事件的发展和影响范围，将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1．当遇到突发事件时，参赛人员按照方案要求坚守岗位，各司
其职，听从组委会统一指挥；相关人员开展救护工作， 将事故的危
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严禁私自行动。

2．赛场外人员私自进入场地滋事， 与赛场内人员发生冲突，应
及时予以制止，拒不配合且情节严重的，视情况报公安机关。

3．事件发生后， 组委会领导、专家组成员及各参赛代表队的领

队、指导教师应积极处理，严禁擅离职守、先行撤离。

4．竞赛中，如果出现各种不可预知的紧急情况，由相关项目责

任人与各参赛代表队的领队、指导教师及时组织好参赛选手，听从

组委会的统一指挥，按指定的路线有序撤离。

5．任何人员如因不坚守岗位、不认真履行职责，将取消下一次

参加竞赛的机会； 如因工作失职造成安全事故，其损失由当事人全

部承担并按竞赛工作制度进行相关处理。

十三、经费概算

大赛不收取参赛费用与报名费用。大赛期间食宿统一安排， 费
用自理。

十四、比赛组织与管理

（一）赛项组织机构
1.赛项组织委员会

（1）形成《竞赛规程》和《竞赛实施方案》、遴选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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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选裁判团队、 对竞赛实施进行整体掌握等。

（2）由承办院校进行赛项设备支撑、技术服务等。主要职责：

提供竞赛设备（含备品、备件和耗材）、竞赛技术服务和培训等。

（3）承办单位负责赛项的具体保障和实施工作。主要职责：提
供竞赛场地和配套场地、配合赛事组织、志愿者服务等。

2.赛项专家组

赛项专家组在赛项组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负责本赛项技术文

件编撰、赛题设计、赛场设计、设备拟定、赛事咨询、技术评点、

赛项裁判人员培训、赛项说明会组织等竞赛技术工作； 同时负责赛

项展示体验及宣传方案设计。

3.赛项承办院校

赛项承办院校在赛项组委会领导下， 负责承办赛项的具体保障

实施工作，主要职责包括：按照赛项技术方案要求落实比赛场地及

基础设施，赛项宣传，组织开展各项赛期活动，参赛人员接待，比

赛过程文件存档等工作，赛务人员及服务志愿者的组织， 赛场秩序

维持及安全保障， 赛后搜集整理大赛影像文字资料上报大赛组委会

等。赛项承办院校按照赛项预算执行各项支出。承办院校人员不得

参与所承办赛项的赛题设计和裁判工作。

（二）申诉与仲裁管理

1.对竞赛设施、竞赛过程、竞赛结果有疑议， 以及发现工作人员

有违规行为等，由领队在比赛结束后 2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

会提出申诉，但不得与大赛工作人员、评委直接交涉。

2.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申诉， 并将仲裁结果 4 小时内通知当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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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3.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仲裁结果， 参赛选手及参赛队不得因
对仲裁结果不满而停止竟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三） 大赛全体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组委会统一指挥， 认真履行
职责，做好比赛服务工作。

（四） 全体工作人员要按分工准时到岗， 尽职尽责做好份内各

项工作，保证比赛顺利进行。

（五）认真检查、核准证件，非参赛选手不准进入赛场。

（六） 如遇突发事件， 要及时向组委会报告， 同时做好疏导工
作，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确保大赛圆满成功。

（七） 各项比赛的技术负责人， 要坚守岗位， 对比赛技术操作
的全过程负责。当比赛出现技术问题（包括设备、器材等）时，应
及时处理；如需重新比赛，须得到组委会同意后方可进行。

（八） 工作人员不要在赛场内接听或打电话， 负责赛务的人员

在比赛期间一律关闭手机

（九）赛场规则

1.各个项目的参赛选手身着统一服装(由承办方统一提供)，选手

发型干净得体， 不得佩戴任何发饰， 不得在参赛服饰上做任何标识，

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进入赛场，违规者取消本次比赛成绩。

2.参赛队伍的抽签顺序在领队会议上抽签确定， 各参赛选手的赛

号由参赛选手本人在赛前抽签确定。

3.各参赛选手必须参赛证、身份证和学生证三证齐全。在赛前检

录时出示。进入侯赛区后不得随意进出，不得与外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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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赛过程中， 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和规则， 并自觉接
受裁判的监督和警示。若因突发故障原因导致大赛中断，应提请裁
判确认其原因，并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5.比赛中， 计时从裁判宣布开始（或铃响） 时算起， 结束前 5 分

钟提醒；比赛时间到，由裁判示意选手终止操作，仍继续操作者扣

总分 5 分。比赛过程中， 选手不尊重评判者， 扣总分 5 分。选手在大

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未遵守大会规定擅自进出赛场者， 扣

总分 10 分，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6.赛场各类工作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印制的相应证

件，着装整齐，进入工作岗位。

7.除大赛组委会成员、专家组成员、现场裁判、赛场配备的工作

人员外，其他人员未经大赛组委会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8.新闻媒体人员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组委会允许， 并且听从

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不得影响大赛正常进行。

十五、筹备工作进度时间表

2021 年 7 月

申报赛项

赛项设计专家研讨会完成赛项申

报方案

申报院校
具体按

省大赛

组委会

进度要

求2021 年 8 月

1、赛项专家会议 3-5 轮次会议确
定： 赛项规程、样题 、赛项技术
方案 、赛场方案 、体验环节设计
方案 、开放方案 、宣传方案 、
赛事安全规章、 突发事件应急预

赛 项 申报 单位

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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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等

2、赛项申报单位组建赛项组委会

2021 年 9 月

赛项说明会

赛项组委会

专家组

承办院校

专家组会议、赛项开发 专家组

2021 年 10 月

-11 月

1、专家组确定评分标准及抽题

2、成立裁判组、仲裁组、监督组、
验收赛场

3、正式比赛、竞赛成绩提交、竞
赛过程文档提交

赛项组委会

承办院校

合作企业

2021 年 12 月 赛项总结，成果转化。
赛项组委会

专家组

十六、裁判人员建议

1．竞赛的裁判工作由裁判长、裁判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组成。

2．裁判员应是行业、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的技术专家，从事医

学美容技术相关领域工作 5 年以上，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专

业素养，能够客观公正地开展裁判工作。

3．所有裁判员将经过培训后上岗执裁。

4. 其中行业专家不低于 50%。

5．裁判长由大赛组委会在本竞赛裁判员中指定。

1
医学美容技术

及相关专业

具有深厚的医
学美容技术专
业知识和丰富

医院、院校、

医美连锁、
诊疗机构

中级职称及以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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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经验，

熟悉医学美容

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的目标定

位和实践技能

要求；具有较

强的组织协调

能力和临场应

变能力，能秉

公办事；从事

医学美容技术

及相关专业相

关工作 5 年以

上。

15

十七、其他

申报赛项未尽内容的描述或说明，也可附页补充。

申报单位须明确专职联络人员及其手机号码、邮箱等联系方式。

专职联络人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良好的保密意识。


	一、赛项名称
	二、赛项目的
	三、赛项设计原则
	四、赛项方案的特色与创新点
	五、竞赛内容简介
	六、竞赛方式（含组队要求、是否邀请省外代表队参赛）
	七、竞赛时间安排与流程
	八、评分标准制定原则、评分方法、评分细则
	九、奖项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