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卫行指委［2018］43 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为贯彻落实全国职教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
发〔2014〕19 号），紧密结合检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深
化校企合作，提高我国检验职业教育水平；为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
加快 “全国检验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优化教育教学方式，提高检验专业教学水
平，提高卫生职业教育检验专业教学质量，促进院校的教学交流，全国卫生职业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卫生行指委”）决定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
在扬州市举办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比赛名称
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
二、比赛时间、地点
日期

11 月 29 日

11 月 30 日
12 月 1 日
12 月 2 日

时间

活动内容

地点

8:00～12:00
9：00～12：00
11: 00～12: 00
14: 30～15: 00
15: 30～17: 30
13: 00～19: 00
13: 00～19: 00
8:30～9:00
9:30～12:30
13：30～18:00
8:30～12:00
14:30～17:00
8:30～12:00
14:30～17:00

参赛队报到、领取相关资料
选手熟悉场地及相关设备
赛前会议（抽签等）
形态学检验考试
骨髓片观察诊断
细菌检验比赛
免疫检验
开幕式
技能竞赛
技能竞赛
闭幕式
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
专家讲座

栩豪国际大酒店
敏行楼
敏行楼(C301)
敏行楼
敏行楼
敏行楼
敏行楼
学校体育中心
敏行楼
敏行楼
学校体育中心
学校体育中心
映月报告厅
映月报告厅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承办单位：卫生行指委医学检验技术分委会
扬州市职业大学
四、检验技能比赛分组

设中职组和高职组

五、检验技能比赛项目
本次比赛采用手工法操作，选手根据教师专业方向从五个项目任选其一：
1.血常规检验（白细胞计数和分类及应用）（100 分）（22 分钟）；
2.细菌分离技术、革兰染色及细菌鉴定思路（100 分）（28 分钟）；
3.生化检验（肝功能测定（蛋白和或转氨酶）及应用）（100 分）（25 分钟）；
4.形态学检验及骨髓片观察诊断（100 分）（85 分钟）；
5.免疫检验（乙肝表面抗体测定及其他免疫项目测定与应用）
（100 分）
（60 分钟）；
另设人文素质分 10 分。
本届比赛由全国检验技能竞赛组委会统一领导，由组委会专家组制定全国检验教
师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及评分标准（见附件），以保证比赛的公开、公平、公正。
六、检验技能比赛报名要求
1.参赛选手原则上只能报与自己的专业方向相对应的比赛项目，每校选手不能
报重复项目。每个比赛项目限报 80 名（中职 30 名、高职 50 名），报满为止。
2.参赛选手须为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院校在岗专业教师。请各学校严格把
好选手资格审查关，如发现参赛选手资格不符，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及成绩。
七、微课比赛内容及要求
“微课”是指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
完整的教学活动。内容包含原理分析、理论讲解、操作视频、PPT 动画、实验原理动
漫、虚拟仿真等，参赛教师自选一门本科、高职或中职的检验专业课程，精心备课，
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设计课程，录制成时长在 5-10 分钟的
微课视频，并配套提供教学设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助材料。包含片头和视频
正文两部分组成。片头不超过 15 秒，应展示:参赛者姓名、学校名称、微课名称、协
助制作单位等信息。
八、微课比赛程序

1. 上传参赛作品时间：2018 年 11 月 18 日前请将报名表和参赛作品发到组委会
邮箱（qgjyxh524037@126.com），每个学校推荐名额不限。
2. 作品展示阶段：2018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8 日在全国检验专业研究群展示。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30 日是专家评审， 12 月 1 日现场展示，并通过现场作品展示，
综合评选出最终奖项。
九、奖项设置和评选
1.个人奖：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各占 15%、25%、40%、20%，颁发荣誉
证书，并视情况设若干单项奖，分别予以奖励。
2.优秀组织奖：面向各参赛单位和省级赛事组织单位，根据赛事组织情况，评选
优秀组织奖，分别予以奖励。
十、参会人员
1.卫生行指委领导；
2.卫生行指委医学检验技术分委会委员；
3.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检验专业研究会常务委员；
4.全国卫生职业院校领导、检验学科负责人、专业教师和医院实习带教教师。
十一、其他
1. 各参赛选手每人交纳 980 元参赛费，由参赛单位统一支付，其他人员交纳会
务费 980 元。本次活动委托贵州林城会议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2．2018 年 10 月 18 日前将电子版参赛或参会回执（见附件 1）发到组委会邮箱
（qgjyxh524037@126.com）和竞赛筹备处邮箱（996635637@qq.com）。
3.申诉与仲裁：本赛项在竞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代
表队领队可在获得评分结果 1 小时内向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仲裁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裁判长等人员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赛场仲裁工作组的仲裁结果
为最终结果。
4.比赛期间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在住宿酒店报到。
住宿酒店：栩豪国际酒店。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中路 631 号（0514-82198999）
。
5.比赛不安排接站，乘车路线：
（1）南京禄口机场：
①机场巴士：在机场乘坐到扬州的机场大巴到扬州扬鹏锦江大酒店下（沃尔玛超
市西对面），约两小时路程，票价 65 元，到扬州后再打车到栩豪国际酒店约 15 分钟

路程；禄口机场发车时间 10:00 、11:00 、12:00、13:00、 14:00 、15:00、16:00、
17:00、 18:00、19:00、 20:00、 21:00、22:00 、23:30。
②火车：坐地铁到南京站或者南京南站，坐火车到扬州。
③出租车：从机场打车到栩豪国际酒店下车，车费约 100 元/人。
（2）扬州泰州国际机场：
①机场巴士：在机场乘坐到扬州的机场大巴到国贸大厦北下约一个小时路程，打
车到栩豪国际酒店约 20 分钟路程；
②出租车：从机场打车到栩豪国际酒店下车，车费约 100 元/人。
（3）扬州火车站或扬州汽车站（两站靠在一起）
①公交车： 88 路（到翠岗小区站）、13 路（到大润发邗江店站）、26 路（到翠
岗小区站）、1 路（到来鹤台广场站）
②出租车：火车站打车到栩豪国际酒店，5.2 公里。
（4）学校到酒店
201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比赛和开会期间由扬州市职业大学统一提供通勤
车服务；两地间出租车费约 9 元。
6.参赛选手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老师工作证、资格证或学校证明，以便核实参
赛资格。请各参赛学校为每位参赛选手办理意外伤害险。
7.联系方式
（1）竞赛筹备处：扬州市职业大学
扬州市职业大学

吴爱莲（13645273499）
吴

敏（15952798978）

邮寄地址：扬州市文昌西路 458 路扬州市职业大学医学院
吴爱莲老师（13645273499）
（2）竞赛组委会：卫生行指委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分委会
邮

杨拓（13560519389）

箱：qgjyxh524037@126.com。

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检验专业研究 QQ 群：170727706

附件：
1.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暨微课比赛的参会回执。
2.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3.第三届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检验技能竞赛评分标准。
4.全国职业院校检验专业微课比赛实施方案。
5.全国职业院校检验专业微课比赛评分标准。
6.住宿酒店交通图。

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 年 1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