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初赛工作通知 

各高职院校：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

安排，拟于 2023 年举办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为做好比赛准备工作，请各校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组织好相关初赛

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1.初赛由各高职院校结合专业教学和技能训练实际情况自行组织

实施，2022年 12月底结束； 

2.2023 年 1 月 6 日前，各高职院校需将“初赛实施方案（含组织

机构、比赛项目、比赛安排等）”“各项目参赛人数”“比赛成绩”

“参赛名单”等材料完整地上传至大赛报名系统（报名系统网址及开通

时间另行通知）； 

3.根据公布的比赛项目（详见附件），原则上凡开设相关专业的职

业院校须参加相关项目的比赛，未组织初赛的学校和未参加初赛的学生

不能参加决赛。 

联 系 人：尹怡楠             张咏颉 

联系电话：56988006*8034     56988006*8062 

工作邮箱：chinaskills_zbzx@163.com 

 

附件：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项一览表 

 

                              上海市教委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2022年 12月 9日 



附件 

上海市“星光计划”第十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赛项一览表 

学生组 

类别 

项    目 

对接赛事 相关专业 
序号 名称 

性

质 

1 

财经商贸大类 

 

1 货运代理 个人 国赛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2 会计技能  团体 国赛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530303 大数据与审计 

3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

能 
团体 国赛 530502 国际商务 

4 商务软件解决方案 个人 世赛 530701 电子商务 

5 智能财税 团体 国赛 
530302 大数据与会计 

530301 大数据与财务 

6 互联网营销 个人  530701 电子商务 

7 物流服务 个人  530802 现代物流管理 

2 

电子信息大类 

8 网站设计与开发 个人 世赛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510204 数字媒体技术 

9 3D 数字游戏艺术 个人 世赛 

550116 动漫设计 

550109 游戏艺术设计 

510215 动漫制作技术 

10 移动应用开发 个人 国赛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10203 软件技术 

510213 移动应用开发 

510302 现代移动通信技术 

11 物联网技术应用  团体 国赛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102 物联网应用技术 

510106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510210 嵌入式技术应用 

12 网络系统管理 个人 国赛 
510201 计算机应用技术 

5102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3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团体 国赛 
510205 大数据技术 

510206 云计算应用技术 

14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 个人  

510102 计算机网络技术 

510207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 

510216 密码技术应用 



类别 项    目 对接赛事 相关专业 

3 

公共管理与服务

大类 

15 健康和社会照护 个人 国赛 

520201 护理 

520202 助产 

520801 健康管理 

520803 老年保健与管理 

590302 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 

4 

教育与体育大类 

16 
英 语

口语 

英语专业口语 个人 国赛 

570202 应用英语 

570201 商务英语 

570203 旅游英语 

非英语专业口语  个人 国赛 不受专业限制 

17 学前教育专业技能 团体 国赛 570102K 学前教育 

5 

旅游大类 

 

 

18 餐厅服务 团体 国赛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19 导游服务 个人 国赛 
540101 旅游管理 

540102 导游 

20 酒店接待 个人 世赛 540106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6 

农林牧渔大类 
21 花艺 个人 国赛 

410105 园艺技术 

410204 花卉生产与花艺 

410202 园林技术 

7 

土木建筑大类 

22 工程造价 团体  440501 工程造价 

23 建筑工程识图 团体 国赛 
440101 建筑设计 

440103 古建筑工程技术 

8 

生物与化工大类 
24 化学实验室技术 个人 国赛 

470104 化工生物技术 

470102 药品生物技术 

470105 生物产品检验检疫 

9 

文化艺术大类 
25 平面设计技术 个人 世赛 

550101 艺术设计 

550103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550113 广告艺术设计 

10 

医药卫生大类 
26 护理技能 个人 国赛 520201 护理 

11 

装备制造大类 

27 数控铣 个人 世赛 

460103 数控技术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28 增材制造 个人 世赛 

460103 增材制造技术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60107 材料成型及控制技术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29 汽车技术 团体 国赛 
460702 新能源汽车技术 

500211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30 机电一体化 团体 国赛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302 智能机电技术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类别 项    目 对接赛事 相关专业 

31 工业控制  个人 世赛 

4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460307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32 CAD 机械设计 个人 世赛 

460113 模具设计与制造 

460101 机械设计与制造 

460102 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术 

460104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460105 工业设计 

460601 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 

33 数控车 个人 世赛 460103 数控技术 

34 机器人系统集成 团体 国赛 

460303 智能控制技术 

460304 智能机器人技术 

4603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460306 电气自动化技术 

510209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12 

资源环境与安全

大类 

35 珠宝玉石鉴定 个人 国赛 
480106 珠宝首饰技术与管理 

620103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13 

新闻传播大类 
36 影视动画 个人  560206 影视动画 

 

教师组 

教学技能类 

序号 名称 性质 主办单位 

1 教学能力 团体全能 教委项目 

2 数控车 个人全能 人社项目 

3 CAD 机械设计 个人全能 人社项目 

4 网络设计 团体全能 人社项目 

 

注： 

1、“相关专业”所列专业为该赛项参赛的基本专业； 

2、参赛选手须为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在籍学生；本科院校中高职类全日制在籍

学生、五年制高职院校中四、五年级学生可报名参加高职组比赛。 

3、最终比赛赛项以发文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