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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开   发   区   协   会 

全国新区开发区工会工作论坛理事会 

 

中开协〔2022〕21 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 

班组长管理技能大赛的通知 
 

各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管委会、总工会（工委）： 

2020、2021 年，在全国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管委会、总工

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开发区协会、全国新区开发区工

会工作论坛理事会联合成功举办了两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

新区班组长管理技能大赛，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精神，着眼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引导组织广大职工广泛深入持久

开展劳动技能竞赛,在新征程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推动各区高质量创新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中国开发区协会、全国新区开发区工会工作论坛理事会在

总结经验、改进创新的基础上，决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至

10月 17日联合举办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管

理技能大赛。 

现将《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管理技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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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你们大力支持配合，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抓住人才培训有利时机，广泛深入发动组织

区内企业班组长踊跃参加竞赛活动。 

全国新区开发区工会工作论坛理事会联系人： 

孙画初：13311078814 

程晓雨：13621227774 

中国开发区协会联系人： 

朱冬平：010-64626247；13269059153 

关艳红：010-64626235；13701290380 

大赛服务平台联系人： 

赵康：18910564544；王  硕：18612384295 

大赛财务联系人： 

张  玲：010-64626238；13391580791 

 

附件：1.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管理技 

能大赛工作方案 

2.大赛日程安排 

3.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管理技 

能大赛服务平台访问方式 

4.教材征订单 

 

中国开发区协会         全国新区开发区工会 

     工作论坛理事会 

2022 年 7月 5 日 

中国开发区协会办公室                     2022年 7月 5日印 



3 
 

附件 1 

 

 

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 

管理技能大赛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引导组织广

大职工深入持久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推动各区高质量创新发展，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国开发区协会、全国新区开发区工

会工作论坛理事会决定，于 2022年 7 月 29日至 10 月 17 日联

合举办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管理技能大赛。

（以下简称大赛）。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大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的贺信精神，

以推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引擎，以培养“讲政治、善管理、懂经营”的高素质复合型班

组长队伍为目标，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住人才培

训有利时机，贯彻以赛促学、以赛促训、重在培训提高的方针，

着力培养提高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企业班组长综合技能

和现场管理能力，造就一批优秀班组长精英，夯实企业班组管

理基础，为服务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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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办单位 

中国开发区协会、全国新区开发区工会工作论坛理事会 

三、运营单位 

北京天拓数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四、大赛组委会 

大赛成立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管理技

能大赛组委会。 

组委会设名誉主任、主任、副主任若干名、委员若干名。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技术专家委员会、仲裁及裁判委员会。 

五、大赛时间 

大赛定于 2022年 7 月 29日至 10 月 17 日举行。大赛启动

仪式于 2022 年 7月 12 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大赛决

赛地点另行通知。 

六、大赛内容 

竞赛内容以大赛组委会新编的《新时代班组长管理技能教

程》一书为基本教材（教材征订单见附件 4），以竞赛大纲规

定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为标准，重点围绕企业现场安全、质量、

成本、生产、设备、环境、人事、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党

建工建等内容，突出基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管理方法

等。 

七、竞赛方式 

    大赛通过《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工会服务职工平台》

（《新经高》公众号）进行。采取线上报名和线上初赛、复赛、

线下决赛的方式进行。 

1.报名：自大赛通知下发之日起，通过《职工健康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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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众号注册报名（访问方式见附件 3），报名截止日期

为 2022年 7 月 27 日 17:00。 

2.初赛（7月 29日—8月 28日）：参赛人员参与答题、闯

关积分等活动，自学培训教程。初赛积分综合排名按各区参赛

人员总数的 20%-30%比例确定进入复赛的选手名额。 

3.复赛（9 月 3 日—9 月 25 日）：进入复赛选手，除通过

《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工会服务职工平台》继续参与复赛

阶段的闯关积分活动外，各参赛单位可根据各自情况自愿组织

开展线下培训（两天课程），具体事宜与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

系（联系人：程晓雨  电话：13621227774）。所有复赛选手统

一进行线上考试。复赛闯关积分成绩和考试成绩，按照计分规

则核算总成绩，并按各区参赛人员总数的 10%-20%左右比例确

定进入决赛的选手名额。 

4.决赛（10 月 14日—10 月 17日）：决赛前组织选手集中

线下培训。决赛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模拟测试环节，以综合得

分成绩排名方式，最终产生出各项获奖选手。 

八、表彰奖励 

大赛设团体奖和个人奖 

1.团体奖（团体一等奖 10 家、团体二等奖 10 家）：对象

为参赛的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及参赛企业。根据组织单位所报名

参赛选手人数及参赛选手得分计算得出，分别颁发证书和奖牌。 

2.个人奖：特等奖 3 名，奖金每人 20000 元（含税），并

颁发奖牌及证书。 

一等奖 20 名，奖金每人 5000 元（含税），并颁发奖牌及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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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30 名，奖金每人 3000 元（含税），并颁发奖牌及

证书。 

三等奖 50 名，奖金每人 1000 元（含税），并颁发奖牌及

证书。 

其他进入决赛的人员获优秀奖，并颁发奖牌及证书。 

进入决赛的个人均授予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优秀班

组长奖章。 

3.凡进入复赛的选手，均颁发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

组长管理技能大赛培训结业证书。 

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及其企业可结合本单位实际，对

所属先进单位和成绩优秀的个人给予配套奖励。 

九、参赛费用 

1.初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2.复赛每人收取培训费 500元，缴费日期为 2022年 8 月

29 日至 9月 2 日，逾期未缴费则视为弃权。 

3.决赛每人收取培训费 2700 元（两天课程）。缴费日期

为 2022年 9 月 26 日至 10月 13日，逾期未缴费则视为弃权。 

沿用往届做法，上述费用原则上由各区管委会、工会或

企业工会承担。收费采取汇款方式，请各单位汇款时注明付款

单位、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同时与收款方沟通缴费人员名单

（联系人：张玲电话：010-64626238；13391580791）。 

所收款项主要用于大赛组委会组织培训、理论考试及教

师、评委专家聘请等。 

参赛单位承担参加决赛人员往返路费。食宿由大赛组委会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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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单位：中国开发区协会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直门支行 

银行账号：11001079700056002426 

银行行号：105100002107 

十、工作要求 

1.领导重视、精心组织。本次大赛是弘扬“三个精神”，

提升职工技能的重要举措，是促进新区经开区高新区提升班组

长队伍职业管理技能水平的全国性重要赛事，希望各区管委会、

总工会高度重视，统筹发展和人才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计划，

抓住人才培训有利时机，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务求实效。 

2.扩大宣传、营造氛围。大赛组委会组织专门力量通过全

国主流媒体进行集中报导。各参赛单位要发挥自身优势，加强

本区域、本企业赛事宣传，充分展示大赛在促进企业班组长人

才培养、选拔和激励方面的重要作用，宣传优秀班组长的突出

事迹，营造尊重和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良好

氛围。要注重赛事结果运用，建立优秀人才储备库。 

3.加强协调，有序推进。大赛组委会办事机构及其运营单

位要提高服务质量，各参赛单位要顾全大赛大局，及时沟通情

况，为大赛营造积极向上，和谐友好的良好氛围。 

4.公平公正，规范运作。大赛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规范比赛程序，杜绝暗箱操作，严格选定评判人员，提高评判

质量，确保赛出风格、赛出团结、赛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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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赛日程安排 
 

序号 阶段 时间 内容 地点 

1 报名 7月 6日至 7月 27 日 
7月 8日线上开放

报名通道 

《职工健康与

素质提升》公

众号 

2 大赛启动 7月 12日 大赛启动仪式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 

3 初赛阶段 7月 29日至 8月 28 日 

自学培训教程，线

上学习、答题，闯

关积分并排名；确

定复赛选手 

《职工健康与

素质提升》公

众号 

4 复赛阶段 9月 3日至 9月 25 日 

按照成绩确定入

围初赛选手，继续

参与线上学习积

分，参加线上培

训，进行线上理论

考试，确定决赛选

手。 

《职工健康与

素质提升》公

众号 

5 

决赛 

10月 14日 
决赛启动仪式；赛

前培训 

另行通知 6 
10月 15日至 10月 17

日 

理论考试、实操模

拟 

7 颁奖 10月 17日 颁奖典礼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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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班组长 

管理技能大赛服务平台访问方式 
 

1. 关注【职工健康与素质提升】公众号，从菜单“技能

大赛-班组长大赛”进入大赛服务平台报名。 

2. 扫码直接访问“大赛服务平台”报名。 

 

扫码报名： 

 

 

大赛服务平台联系人： 

赵  康：18910564544 

王  硕：18612384295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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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征订单 

 

书名 书号 价格（元） 册数 

新时代班组长管理知识与技能教程 978-7-5223-1251-1 65.00  

    

    

    

    

    

    

    

    

    

总计： 

订书单位： 

税号： 

联系人（电话）： 

收书地址： 

汇款信息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方庄支行 

账号：0119012830001547 

户名：北京中工之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烨 

电话：13910508772 

邮箱：73154066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