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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文件
广 东 省 工 业 工 会 委 员 会
广东省建材行业工会联合会
广 东 陶 瓷 协 会
德高（广州）建材有限公司

粤材协〔2020〕23 号

关于举办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建材装饰装修工竞赛活动的通知

各建材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及职业技术学校：

为弘扬工匠精神，进一步优化技能人才的培养机制，营造重视、

支持、激励技能人才培养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我省建材行业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整体素质，为建材行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

〔2020〕66 号）,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广东省建材行业工会联合会、广东陶瓷协会和德高（广州）建材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竞

赛活动，并从中发掘、表彰一批高技能人才及优秀企业，对参赛优胜

选手，由省人社厅按照相关规定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请各

单位及个人踊跃报名参与。

根据省人社厅粤人社函〔2020〕66 号文及《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

组织实施指南》的要求，组委会制订了《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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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竞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为了一步优化技能人才的培养机制，营造重视、支持、激

励技能人才培养的良好社会氛围，调动广大职工立足本职，学

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创造新业绩的积极性，推动我省建材

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广大劳动者整体素质，为

建材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二、组织机构

1、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0 年

广东省职业技能竞赛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20〕66 号

）的文件部署要求制订本方案。

2、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

竞赛由主办单位——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广东省工业工会

委员会、广东省建材行业工会联合会、广东陶瓷协会和德高（广

州）建材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广东省建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

委员会（简称组委会），在省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统一领导下

负责统一指挥和协调本工种竞赛的各项工作。

（一）广东省建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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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主任：

边 程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会长

副主任：

陈 环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广东陶瓷协会

会长

吴一岳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首席专家、高级工程师

傅培德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副主席

张泳东 广东省建筑防水材料协会会长、德高（广州）建材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瓷砖粘贴技术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

委员：

陈振广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王文江 德高（广州）建材有限公司应用技术培训中心总监

（二）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负责制定竞赛的原则、规程、方案、办

法等文件，主持竞赛的全面工作，协调、检查和监督各工作机

构的工作。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设有主任和副主任，下设秘书组、

赛务组。

主 任：王卫国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广东

陶瓷协会秘书长、工程师

副主任：周碧平 德高公司应用技术培训中心副总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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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瓷砖镶贴裁判、TCT 培训主任、工程师

1、秘书组：主要负责选手报名、资格审查、接待、宣传、

信息的发布、资料整理、标识印制和竞赛奖励准备。开幕式、

闭幕式场地的布置、摄影等工作。

2、赛务组：协助裁判组进行赛场准备、赛场安排、试卷收

发、竞赛顺序抽签、以及协助处理考场突发事件，维护考场秩

序等工作。

（三）评判委员会：负责制定竞赛标准、技术指导大纲、

考评程序和检测方案；负责选聘考评员、监考员和有关工作人

员；组织考评组学习竞赛规则；负责委托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命

题及制作试卷，并贮备竞赛物品；负责赛地设施、设备和工量

具的检测、调试、校正工作；负责理论知识、实际操作竞赛的

组织和监考；负责整个竞赛的评判工作，制定评判标准及规则，

对理论知识、实际操作竞赛进行阅卷、评分、成绩汇总登记、

竞赛结果的核实、发布等工作。评判委员会下设命题组和裁判

组。

组长及成员：由组委会从行业专家库中选任。

（四）仲裁组：负责竞赛过程的争议、投诉和违纪的裁定

等工作。

组 长：叶 磊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任

成 员：王建平 傅培德 陈振广 黄伟白

三、竞赛项目、竞赛标准、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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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项目：装饰装修（镶贴）

（二）竞赛标准：以装饰装修工（镶贴）《国家职业标准》

三级（高级）及行业规范为依据，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

备、新技能等相关内容。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

分。

（三）组别：本项目竞赛只设职工组

四、参赛选手资格（条件）

从事相关专业或工种并在企业生产一线的在岗人员、院校

教师 、实训指导老师、校办工厂的职工，不受学历和职称、职

业资格的限制。遵纪守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

五、总决赛时间、地点、费用

时间：2020 年 10 月 20 日上午 8:00 前报到，10:00-11:00

理论考试，下午 14：00-16:00 实操竞赛。

地点：佛山中国陶瓷城东门门前广场（佛山市禅城区江湾

三路 2 号）。

竞赛费用：不收报名费；如需住宿可安排，费用自理。

六、奖励办法：按照粤人社函〔2020〕66 号文件执行。

1、对参赛优胜选手，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按照

相关规定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其中，学生参赛的，

不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原已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

称号的，不再重复授予。

2、对参赛优胜选手，由竞赛组委会按照相关规定授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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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建材行业技术能手”称号。

3、培育人才奖、优秀组织奖、推动行业建设奖。

4、本次竞赛不颁发职业资格证书。

七、竞赛程序

（一）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8 月 20 日开始

2、各参赛选手及单位根据竞赛要求，填写《2020 年广东省

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职业技能竞赛选手报名表》（附件 1）

和《2020 年广东省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职业技能竞赛报名

汇总表》（附件 2），连同参赛选手身份证复印件、领队和教练

的名单通过传真或邮件提交组委会办公室。

3、报名联系人：

（1）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王卫国，电话：

020-83326013、13610219008，传真：020-83342536，地址：广

州市东风中路 300 号金安大厦副楼 703 室，邮编：510300，电

子邮箱：gbma@21cn.com。

（2）德高（广州）建材有限公司，林文锐，电话：18899732619，

传真：020-84431130，电子邮箱：wenrui.lin@davco.cn。

（二）资格审核

资格审核由广东省建材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

室秘书组执行。

（三）制发参赛证





附件 1：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

竞赛暨德高好工匠贴砖争霸赛华南赛区总决赛

选手报名表

姓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工龄 邮编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 户口性质 城镇□农村□

手机 已有职业资格等级

电话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联系地址

申报项目 □装饰装修（镶贴）工

申报组别 □职工组

个人简历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竞赛暨

德高好工匠贴砖争霸赛华南赛区总决赛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盖章）：

领队姓名： 性别： 职务（岗位）：

手机：

序号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省、市、县）
户口

性质

职业资格

等级
工作单位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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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建材装饰装修（镶贴）工竞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及内容

（一）竞赛项目

竞赛项目为：装饰装修（镶贴）工，只设职工组。

（二）竞赛内容与方式

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

1. 理论知识竞赛

装饰装修（镶贴）专业基础理论和装饰装修（镶贴）技术原理及

相关知识等。采取笔试方式进行，竞赛时间为 1 个小时。

2. 操作技能竞赛

装饰装修（镶贴）。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按要求完成操

作项目任务，竞赛时间为 1 小时。

（三）竞赛标准

竞赛标准以装饰装修（镶贴）工国家职业标准资格三级及行业规

范为依据，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等相关内容。

1、基本要求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热爱本职工作，自觉履行装饰镶贴工工作职责。

（3）认真领会设计意图，精心操作，严格按图施工。

（4）互相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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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听从指挥，服从分配，遵守劳动纪律。

（6）做到安全、文明施工，杜绝事故，防患未然。

（7）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做到精益求精，确保工程质量。

（8）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不骄不躁，吃苦耐劳。

（9）钻研业务，努力提高专业技能。

2、理论知识

（1）装饰镶贴基本概念、施工规范和质量要求。

（2）装饰镶贴施工图识图。

（3）装饰构造。

（4）装饰材料的基本知识［砂浆材料基本知识、砂浆配制知识、

粘结剂配制知识、陶（瓷）砖饰面及石材饰面的材料知识］。

（5）镶贴工具知识。

（6）镶贴工艺知识。

（7）施工环境要求。

（8）一般抹灰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包括空鼓现象、开裂现象、

花脸现象、脱落现象及其预防措施。

（9）基层处理质量要求。

（10）一般抹灰的质量标准及允许偏差。

（11）贴面施工常出现的问题，包括变色现象、起碱现象、污点

现象、开裂现象、空鼓现象、脱落现象及其预防措施。

（12）装饰抹灰施工常出现的问题，包括开裂现象、粉化现象、

脱落现象及其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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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测量放线、排版知识。

（14）安全施工知识。

（15）施工操作、验收规范。

3、技能要求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识图 能够识读装饰镶贴的设计施工图

1.绘制图的基本知识

2.装饰施工工艺流程

3.装饰结构与建筑结构的衔接

和固定方式

4.相关专业的图纸知识

工具设备准备
能够根据施工需要，选择采用合适的安装

工具、设备

1.镶贴专用机械设备种类和主

要技术性能知识

2.设备使用操作注意事项

材料准备 能够完成使用材料质量的核对检验工作

1、常用瓷砖镶贴材料规格、尺

寸标准

2.产品质量标准

3.辅助材料知识

基层处理 能够完成工作面基层处理

l.用水准仪、经纬仪测量基层

平整度和垂直度的方法与步骤

2.测量和仪器的基本知识

3.防水、防潮、防霉、防锈的

基层处理方法

4.防水、防潮的涂料配制方法

5.防火涂料的配制方法

配制砂浆
能够完成砂浆（胶浆、粘结剂）的配制工

作

1.砂浆的固化原理

2.粘结剂的性能知识

3.砂浆（胶浆、粘结剂）的配

制比例及操作方法

瓷砖镶贴 能够完成瓷砖的镶贴安装

1.基层抹砂浆（胶浆、粘结剂）

的方法与程序

2.施工操作技术规范

3.安装尺寸和位置的标准要求

4.镶贴瓷砖的方法与步骤

质量检查
能够对施工安装质量和工序质量进行检

测

l.镶贴施工技术操作注意事项

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规范》

3.镶贴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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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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技能的成绩,由现场操作规范和检验结果两部分组成。

其中操作规范成绩根据现场实际操作表现，由现场裁判员按照现场操

作规范评分标准计分；检验结果依据标准值、评分标准，由裁判组进

行客观评判、计分。

（四）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依据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成绩

组成累加排定，其中理论知识占 30%，操作技能占 70%。当出现总成

绩相同，又须排出名次时，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成绩高者名次在

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则并列名次。

（五）竞赛团队成绩排名以该团队前三名选手个人成绩之和计

评；总成绩相同，又必须排出名次时，先比较操作技能成绩，以成绩

高者名次在前；若仍不能分出先后，则名次并列。

三、竞赛设备

（一）理论知识竞赛在标准考室进行。

（二）操作技能竞赛在指定场地进行。

工具、材料配置：操作架、方头抹子、齿形刮板 10*10mm、海

绵、十字胶粒、垫尺、铁钉、羊角锤、瓷砖、瓷砖胶、料桶、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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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手套、口罩、安全眼镜、划针、水性笔、墨斗等。

四、竞赛细则

（一）竞赛规则

1、理论知识

(1) 理论知识竞赛以笔试方式进行，各组别采用相同试卷，竞赛

时间为 1 个小时。满分为 100 分，占总成绩的 30%。

(2) 竞赛范围参照本技术文件基础知识的内容。

(3) 答题用的稿纸由现场工作人员统一发给，选手不得自带任何

资料进入赛场。

(4) 选手在竞赛试卷上规定位置填写准考证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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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操作技能

(1) 操作技能竞赛以现场实际操作并按要求完成操作任务的方

式进行。操作技能竞赛时间为 1 小时。满分为 100 分，占总成绩的

70%。

(2)选手的出场顺序、工位由抽签决定，竞赛试题由抽签决定，

于赛前半小时公布予以赛前准备。

(3) 竞赛范围与要求参照本技术文件中工作要求内容。

(4) 选手参加操作技能竞赛前，须按组委会指定时间熟悉竞赛场

地及设备情况。

(5) 如果确实是因为工具、材料原因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竞赛，

由大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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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竞赛过程中，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洗手间，一律计算在

操作时间内。饮水由赛场统一准备。

(7) 如果选手提前结束竞赛，应举手向裁判员示意提前结束操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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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完成操作：选手完成瓷砖时应进行必要的清理，裁判员需在

指定位置做好标记并需经选手在登记簿上签字确认，以便检验和评

分。

（二）赛场规则

1、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

着装整齐。

2、各赛场除现场裁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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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竞赛进行。

4、各参赛队的领队、指导老师以及随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赛场。

五、参考资料

1、GB 50210-2001《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2、T/GBMA 001—2019 《陶瓷大板施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