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粤网安协〔2021〕50 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信创职业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大力

培育支撑“制造强国”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弘扬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新时代、新技能、新

梦想”为主题主办2021年全省职业技能竞赛。为打造职业技能大

赛中的广东信创职业技能竞赛品牌，培养信创专业技术人才，推

进信创人才培养生态建设，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将承办

“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信创职业技能竞赛”。相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业务指导单位： 广东省公安厅网络警察总队

承 办 单 位：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支持协办单位： 广东科信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公

用事业技师学院，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想教

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网安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为保障竞赛顺利举办，成立 2021 年信创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及办公室等机构，统筹和协调本竞赛各项工作。

竞赛组委会

主 任：黄丽玲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会长

副主任：缪 静 广东省清朗网络安全应急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

成珍苑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副秘书长

鲁储生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院长

委 员：李翠红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信息传媒产业系主任

王胜林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陈 靖 联想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

韦建辉 广东科信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竞赛内容

广东省信创职业技能竞赛内容（以下简称“竞赛”）由理论

知识和实操技能两部分（考试大纲详见技术文件）组成，理论知

识占30%，实操技能占70%。

三、组织方式

（一）竞赛项目

竞赛设置计算机运维工程师、数据库管理员两个赛项，每个

赛项设置职工组（含教师）、学生组两个组别，组别赛事均为个

人赛制。

（二）竞赛标准

竞赛参照计算机网络技术高级工（三级）国家职业标准，结

合行业实际情况，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的相关



内容。以基于信创设备的安装、配置、应用、安全保障与维护，

在主流的信创应用场景下，进行技术问题的评估、处理与安全保

障。

（三）参赛单位及对象

1．职工组（含教师组）。具有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应用、

运维或具有数据库应用、管理相关工作经历的在职人员，含政府

及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广东省各类技工院校、职业院校、本科

院校的教职工，每个单位报名人数不限。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的人员，不

得以选手身份参赛。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

身份参赛。

2．学生组。参赛选手须为广东省各类技工院校、职业院校、

本科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全日制在籍学生，学生性别和年级不

限，每个院校报名参赛人数不限。

（四）报名方式

登录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官网（http://www.gdinsa.org/）、

公众号下载竞赛实施方案、技术文件及相关报名表格，按要求

填写报名表后请于10月24前将报名表盖章版扫描件和word版发

送至邮gdinsa@163.com。

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4日17:00。

四、赛程安排

（一）选拔赛

选拔赛时间为2021年10月30日，时长90分钟。



选拔赛采取线上理论解题竞赛方式，赛前一周将安排选手培

训，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二）决赛

决赛时间为2021年11月26-27日，时长为180分钟。

决赛采取线下实操竞赛方式，地点为广州市黄埔区光谱中路

23号A1栋5楼广东省网络安全应急响应中心（网络安全110），具

体事项另行通知。

五、表彰奖励

（一）职工组。

1. 职工组决赛人数在 60 名以上的前 5 名，决赛人数在 30

至 59 名之间的前 3 名，决赛人数在 29 名以下（不低于 10 名）

的第 1 名，按相关规定，经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后

授予“广东省技术能手”称号。对原已获得“广东省技术能手”

称号的，不再重复授予。

2.对职工组决赛排名 10%、15%、20%的选手，由竞赛组委会

分别颁发一、二、三等奖荣誉证书。

3.对竞赛成绩合格的选手，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颁发办法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关于做好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

证书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职司便函[2021] 26号)执行。

4.进入决赛的选手可申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证明》，作为接受继续教育的凭证

及年度常规验证和拟晋升职称验证考核的重要依据。



（二）学生组。

1.对学生组总分排名前 10%、15%、20%的人员及其指导教师，

由竞赛组委会分别颁发一、二、三等奖荣誉证书。

2.对竞赛成绩合格的选手，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颁发办法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关于做好职业技能竞赛选手获取相应职业

证书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职司便函[2021] 26 号)执行。

六、参赛费用

参赛不收取任何费用，比赛期间食宿自行安排，食宿及往返费用

自理。

七、其他要求

请各有关单位面向社会和各类企业、各类职业（技工）院校

宣传本次竞赛活动，大力发动选手积极参赛，为挑选优秀选手参

加决赛提供条件。

有意愿成为区域或行业竞赛协办单位（组织发动本区域或本

行业选手参赛）的，可联系组委会办公室。

八、组委会联系方式

办公室联系电话：020-83609433，邮箱 gdinsa@163.com

联系人：成老师15360402627、陈老师15989296453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广东亚洲国际大酒

店 19 楼

赛事交流 QQ 群：206316330。



附件：1.职工组报名表

2.学生组报名表

3.报名汇总表

4.计算机运维工程师赛项技术文件

5.数据库管理员赛项技术文件

广东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1:

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信创职业技能竞赛

（职工组）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电子照片

（1寸免冠照）
出生日期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职称 职 务

电子邮箱 手 机

微信号 QQ号

单位名称 邮编

联系地址

参赛项目 计算机运维工程师 数据库管理员

选手简介

个人

承诺

本人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本人非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校学生，未获得 “中华技能

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的荣誉，且未在 2020 年国家级一

类大赛获得前 5名，国家级二类大赛获得前 3 名。

选手签字：

申报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信创职业技能竞赛

（学生组）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电子照片

（1寸免冠照）出生日期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在读学历

所在院系 专业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院校名称 邮 编

联系地址 是否有指导老师：是 否

参赛项目 计算机运维工程师 数据库管理员

指
导
老
师
信
息

姓 名 职称/职务

所在单

位

所在部门

电 话 微信/QQ

个人简介

历届获奖

信息

申报院校

意见 院校（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2021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信创职业技能竞赛

报名汇总表

参赛单位代表队（盖章）：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电话 邮箱 备注

职工组选手/计算

机运维工程师

职工组选手/数据

管理员

学生组选手//计

算机运维工程师

学生组选手/数据

管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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