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园协[2021]15号 

关于举办 2021年安徽省职业技能大赛—

第二届全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

全国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提升我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水平，弘扬

“徽匠”精神，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风景园林学

会《关于举办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新盛杯”

全国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及《关于举办 2021 年

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福菊杯”全国花卉园艺职业技

能竞赛的通知》精神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1 年

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以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城乡建设示范性劳动竞赛暨安

徽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度技能竞赛的通知》（建会

函〔2021〕443 号）要求，经研究决定，于 8 月举办“安徽

省职业技能大赛――第二届全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暨全国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围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部署，

以全面提升我省园林绿化行业职业技能水平，促进行业高

质量发展，协力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快实施

贡献行业智慧和力量。 

二、竞赛主题 

  提升新技能、实现新梦想、建功新时代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安徽省建设建材工会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马鞍山市园林绿化管理处 

安徽林海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开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徽春建设有限公司 

合肥九狮园林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拓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九绿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四、竞赛项目（工种） 

本次竞赛工种为园林植保工（树木修剪）、花卉园艺工

（菊花栽培）。以上工种已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2015 年版）。依据标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业标准《园林行业职业技能标准》（CJJ/T237-2016）中为

园林绿化工、花卉园艺工等级三级以上标准。理论和实操

权重比例为 30%:70%。 

五、决赛选手产生办法 

本次竞赛倡导和鼓励各地把竞赛和培训紧密结合起来，

对参加预赛选拔的选手开展赛前培训，预赛需符合相关部

门的规定和要求，符合本次决赛的相关技术标准。经过各

地区预赛产生的排名靠前的选手，按照名额分配表（见附

件 2）由各地区预赛主办单位推荐参加全省决赛，参赛选手

可以由各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或者市级风景园林行业组织

和相关单位按参赛选手要求直接推荐。所有预赛需于 2021

年 7 月下旬前完成，7 月 31 日前报送参加全省决赛的选手

名单和相关资料（逾期不受理）。全省决赛产生的排名靠

前的选手将按照园林植保工推荐 6 名选手，花卉园艺工推

荐 3名选手参加全国决赛。选手条件如下： 

1、园林植保工选手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含），花卉

园艺工选手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含），身体健康，现职从

事园林绿化及花卉园艺相关工作（园艺、林业）。 

2、在地方市级以上园林绿化类（园林植保、树木修剪、

花卉园艺）的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者。对获得“安徽省技

术能手”称号的人员可直接参加决赛。  

3、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

赛。 

六、竞赛奖励 

对分别获得两个竞赛工种决赛第一名的选手，按程序



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申请授予“安徽省技术能手”

和省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并颁发奖金 2000 元。对获得

决赛第二名选手颁发奖金 1000 元。对获得决赛第三名选手

颁发奖金 500 元。其中，对经核准授予“安徽省技术能手”

的选手，按照 5000元执行，不再授予该赛项的名次奖励。 

七、竞赛时间和地点 

本次竞赛定于 8 月 5 日至 6 日进行（5 日下午报到，开

展赛前培训、笔试；6 日上午开幕式、现场实操，下午现场

实操、颁奖和闭幕式），举办地点为马鞍山市和县林海生

态园（具体日程安排另行通知）。 

八、不收取参赛选手任何费用 

决赛和培训不向参赛选手收取任何费用。赛事食宿保

障由承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统一安排，交通、住宿费自理。

参赛选手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事项由参赛人员所在单位

负责。 

九、组织和宣传工作 

承办、协办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竞赛工作，严

密组织，赛训结合，加强宣传，及时向协会报送预赛信息，

扩大竞赛成果，促进人才脱颖而出，增强社会各界对园林

绿化工、花卉园艺工技能型人才的认同，有效提升全行业

职业技能水平，推动我省风景园林事业高质量发展。 

十、疫情防疫要求 

竞赛组织中，将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遵守相

关规定，做好防疫工作，确保本次竞赛圆满完成。 

 



十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朝晖、桂  凤； 

联系电话：0551-65606058、15955153002、13505612382； 

电子邮箱：2897565681@qq.com。 

 

附件： 

1.《第二届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

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报名表》 

2.《第二届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

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名额分配表》 

    3.《第二届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

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实施方案》 

 

 

 

 

                             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 

2021年 7月 12日 

 

 

 

 

 

呈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省工商业联合会 
 

mailto:2897565681@qq.com


附件 1  

第二届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园林

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报名表 

参赛工种：园林植保工□；花卉园艺工□ 

所在地区（市）  
是否参加 

市级预赛 
 

市级预赛 

名次或奖项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日期  民    族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职业（工种）  职业技能等级  

参加工作时间  
从事本职业 

（工种）时间 
 

邮政 

编码 
 

工作单位  

是否与单位签有 

正式聘用合同 
 

是否缴纳 

社会保险 
 

缴纳 

年数 
 

身份证号码                   

家庭地址  

微信号  手机号  

单位意见 

 

             

 

 

                         所在单位（盖章） 

 

 

市级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或 

行业组织意见 

 

                                     

 

 

 

                       （盖章） 

 

注：请在参赛工种选择框中打“√”。对已获得“安徽省技术能手”称号的人员可直

接参加省决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参赛。 



附件 2      

第二届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园林

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名额分配表 

地区 
园林植保工 

参赛选手名额 

花卉园艺工 

参赛选手名额 

合肥市 25 14 

淮北市 3 2 

亳州市 3 2 

宿州市 3 2 

阜阳市 3 2 

蚌埠市 5 3 

淮南市 3 2 

滁州市 5 3 

六安市 3 2 

马鞍山市 5 3 

芜湖市 5 3 

宣城市 3 2 

铜陵市 3 2 

安庆市 3 2 

池州市 3 2 

黄山市 3 2 

广德市 1 1 

宿松县 1 1 

合 计 80 50 

 



附件 3 

第二届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园林

绿化职业技能竞赛安徽省选拔赛决赛实施方案 

按照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关于举办 2021 年全国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新盛杯”全国园林绿化职业技能竞赛的通

知》及《关于举办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福

菊杯”全国花卉园艺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精神和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2021 年省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计划》以

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城

乡建设示范性劳动竞赛暨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2021 年

度技能竞赛的通知》（建会函〔2021〕443 号）要求，为保

证竞赛工作顺利进行，特制定竞赛组织实施方案如下： 

一、竞赛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围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重大战略部署，以

“提升新技能、实现新梦想、建功新时代”为主题，以大

力弘扬“徽匠”精神为导向，全面提升我省园林绿化行业

职业技能水平，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协力推进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快实施提供坚实基础。 

二、竞赛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工商联指导，由省建设建材工会、省风景园林

行业协会主办，相关单位、企业承办和协办。 

成立竞赛组委会及其办事机构。 



（一）竞赛组委会 

竞赛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协办单位相关人

员组成，负责全面领导竞赛工作，研究竞赛工作方案及竞

赛议程等重要问题。 

（二）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竞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竞赛工作

方案，协调落实安保、防疫、宣传、接待、志愿者等各方

面工作，审定竞赛结果，协调落实开、闭幕式等各项有关

工作。 

（三）竞赛专家、裁判、监督和仲裁机构 

竞赛设立专家小组、评判小组、监审小组，负责起草

竞赛技术文件，设计竞赛科目、命题、评判和竞赛公平的

监督以及竞赛争议的处理。原则上由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

专家委员会和各地推荐符合条件的行业专家组成。 

（四）其他相关工作机构 

竞赛设立后勤保障机构（包括：医疗防疫、安保、宣

传、接待、志愿者等），各自制定工作方案，并负责组织

实施。 

三、竞赛项目及内容 

1、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命题方式采取题库

抽取。园林植保工包括：职业道德、园林绿化基础知识、

植物与植物生理、土壤和肥料、园林树木、草坪地被、园

林花卉、园林建筑、园林山石、识图与设计、绿化施工、

园林植物养护管理、植物保护、园林设备设施、立体绿化、

古树名木、园林美学、智慧园林等；花卉园艺工包括：花



卉园艺相关知识、菊花栽培管理技术以及菊花文化等方面

的知识。 

2、园林植保工技能操作：树木修剪，选择当地常见的

园林植物（具体树种待定）进行修剪实操比赛，时间 60 分

钟。包括园林生物科学、园林病虫生物学及其致害方面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各类病虫害鉴定、识别方面的基本

训练，具有植物病虫草鼠监测和防治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

和实操技能以及对园林树木的根茎叶、花果枝、芽等部位

进行剪截或剪除，使之形成某种结构形态的操作过程。 

3、花卉园艺工技能操作：菊花栽培，从事花圃、园林

的土壤耕整和改良，花房、温室修装和管理，花卉（包括

草坪）育种、育苗、栽培管理、收获贮藏、采后处理等，

时间 60分钟。 

四、竞赛成绩 

竞赛总成绩由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两部分的加权成绩

组成，理论知识成绩占 30%，操作技能成绩占 70%，满分

合计 100 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

操作技能成绩较高者排名在前；在操作技能成绩依然相同

的情况下，则以操作技能竞赛完成时间短者为先。 

五、竞赛选手须知  

1、所有参赛选手需携带身份证、参赛证参加竞赛的各

项考试，根据现场分组进行。 

2、参赛选手按照抽签标号提前 30 分钟进入赛场，并

在指定的工位号处参加比赛；迟到 10 分钟者，取消比赛资

格。 



3、现场按抽签号在比赛指定区域内独立完成，不得擅

自变更、调整。参赛选手在比赛中有犯规行为，现场取消

比赛资格。 

4、选手在裁判员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在比赛过程中

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工作人员同意，

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去洗手间等，耗用时间计算在比赛

时间内。 

5、比赛完毕后由评委按照大赛评分标准现场打分，去

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平均值为实得分值（小数

点后保留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