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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苏州市物业行业第三届（秩序维护）职业技能竞赛方案

一、竞赛名称

苏州市物业行业第三届（秩序维护）职业技能竞赛

二、参赛对象及要求

1、与在苏物业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岗秩序维护人员；

2、以企业代表队（8 名队员+1 名指挥员）形式报名参赛。

三、竞赛范围

竞赛题库、岗位基本知识。

四、竞赛方式及规则

（一）竞赛由闭卷笔试和实际操作组成

1、取闭卷笔试成绩的前十名进入实际操作；

2、两轮竞赛后，按照百分比成绩，最终角逐出第一至六名。

（二）竞赛次序

1、闭卷笔试的参赛人员按考号进入对应考场就坐（考号由

主办方统一制定，赛前发布公告并通知至各代表队联系人）；

2、实际操作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竞赛顺序。

（三）成绩计算

1、闭卷笔试（占总成绩的 20%）

（1）笔试时长：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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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笔试题型：单选、多选、判断（共计 100 分）；

（3）代表队中的 5 名参赛人员参加，取 5 名参赛人员笔试

成绩的平均值计算此项得分。

2、实际操作（占总成绩的 80%）

（1）实际操作：队列会操、拳术演练、消防技能；

（2）分别按 100 分计算成绩，分别占总成绩的 50%、20%、

10%。

（四）实际操作流程及要求

1、队列会操（10 分钟）

（1）流程

代表队整体入场→口号→会操展示→会操完毕→裁判长指

示。

（2）要求

①在参加队列、交通指挥手势比赛时，首先由带队指挥员向

裁判长报告，在裁判长指示后，方正式比赛；

②参赛单位必须跑步进出赛场，同时高声喊出口号；

③整队报告：

入场报告要求，由指挥员现场整理着装后“报告裁判长，某

某单位参加队列会操技能竞赛整队集合完毕，应到 9 人，实到 9

人，报告人指挥员某某，请指示”；

离场的报告要求:重新整队后，“报告裁判长，某某单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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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会操技能竞赛比赛完毕，请指示”；

④会操内容：

整齐报数→立正稍息→跨立立正→停止间四面转法→敬礼、

礼毕→行进与立定（齐步、正步、跑步）→步法互换（齐步、正

步、跑步）→交通指挥信号（a.停止信号 b.靠边停车信号 c.左

直行辅助信号 d.右转弯信号 e.左转弯信号 f.减速慢行信号）→

车辆指挥展示（先集体分解动作展示后，再集体连贯动作展示）。

2、拳术演练（5 分钟）

（1）流程：队列会操完毕→裁判长指示→拳术演练→演练

完毕→裁判长指示→退场。

（2）内容：擒敌、格斗、武术等，可以自行编制。

3、消防技能（5 分钟）

（1）代表队中 1 人参加消防技能；

（2）内容

①现场穿戴消防服并连接消防水带；

②评委现场提问（含 331 专项行动内容）。

（3）流程

评委下达开始→着消防服（鞋子、服装、腰带、帽子）→抛

接消防水带（1 根消防水带）→报告评委示意完成→评委下达进

入下一环节的指示→评委提问→作答→评委示意退场。

★说明：比赛时间到，参赛人员停止操作，不得延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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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要求

1、各企业应参照竞赛方案，选拔出优秀的人员参加此次竞

赛；

2、参加闭卷笔试的人员自行准备考试用笔；

3、参赛代表队应统一着装参加实际操作；

4、在比赛过程中所有人员统一要求普通话；

5、代表队需准备入场口号；

6、指挥员在指挥时和队员在回答时，要声音洪亮，铿锵有

力。

六、实际操作评分标准（详见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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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维护（队列会操）评分表

考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进场呼号，整理

着装整队报告
5

进出场呼号声不清楚、不洪亮，步伐不整齐扣 1～2

分；

军容不整，着装不统一扣 1～2分；

整理着装动作不整齐、不连续扣 1分；

不遵守队列纪律，作风养成差扣 1分。

整齐报数 5

会操过程中军姿不端正，精神不振扣 2～4分；

看齐时摆头动作不到位扣 0.2 分；

排面不整齐扣 1～2分；

报数时声音不洪亮、不清晰扣 0.2 分。

立正、稍息、

跨立
5

立正时两腿未挺直、两眼未向前平视、未自然挺胸

扣 1分；

两脚跟未靠胧并齐扣 1分；

稍息出脚时出错或过大、过小扣 1分。

跨立时两腿未挺直、两眼未向前平视、未自然挺胸

扣 1分；

跨立幅度过大或过小扣 1分；

队伍动作不一致扣 1～2分；

手后背动作错误扣 1分。

停止间转法 5

转体方向不准确扣 1分；

转体时上体与腿不一致扣 0.5 分；

转体时两臂摆动扣 0.5 分；

靠脚时跺脚或外扫扣 0.5 分；

整体协调不一致扣 1～2分。

敬礼礼毕 5

动作一次不到位扣 0.5 分；

敬礼时上体晃动扣 0.5 分；

手型不正确扣 0.5 分；

手腕不直扣 0.5 分；

手型外张角度不准确扣 0.1 分；

右手抬起时未取捷径扣 0.5 分；

敬礼时歪头扣 1分；

放手时不够迅速、不够力度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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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齐步的行进与

立定
10

臂腿不协调扣 1分；

两臂摆动不到位扣 1分；

行进路线不正确扣 5分；

行进时两眼未向前平视扣 1分；

立定时靠脚跺脚或外扫扣 1分；

靠脚时力度不够扣 1分；

排面不齐，动作不整齐划一扣 3～7分。

跑步的行进与

立定
10

臂腿不协调扣 1分；

两臂摆动不到位扣 1分；

行进路线不正确扣 5分；

腿部动作不准确扣 1分；

两臂动作路线不准确扣 1分；

两眼未向前平视扣 1分；

立定时靠脚跺脚或外扫扣 1分；

靠脚时力度不够扣 1分；

排面不齐，动作不整齐划一扣 3～7分。

正步的行进与

立定
10

踢腿高度过低过高扣 1分；

踢腿不直不定位不压脚尖扣 1分；

步伐过大过小扣 1分；

摆臂没有体现前端后砍，摆臂不定位扣 1分；

进行过程中身体重心不稳，腿臂结合不流畅扣 1分；

行进过程中动作不整齐排面不整齐扣 1分；

立定不整齐、排面不整齐扣 1分。

行进中齐步与

正步互换
10

臂腿不协调扣 1分；

两臂摆动不到位扣 1分；

行进路线不正确扣 5分；

行进时两眼未向前平视扣 1分；

立定时靠脚跺脚或外扫扣 1分；

靠脚时力度不够扣 1分；

排面不齐，动作不整齐划一扣 3～7分；

踢腿高度过低过高扣 1分；

踢腿不直不定位不压脚尖扣 1分；

步伐过大过小扣 1分；

摆臂没有体现前端后砍，摆臂不定位扣 1分；

进行过程中身体重心不稳，腿臂结合不流畅扣 1分；

行进过程中动作不整齐排面不整齐扣 1分；

立定不整齐、排面不整齐扣 1分；

步伐互换不协调不连贯扣 1分；

步伐互换整齐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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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行进中齐步与

跑步互换
10

臂腿不协调扣 1分；

两臂摆动不到位扣 1分；

行进路线不正确扣 5分；

行进时两眼未向前平视扣 1分；

立定时靠脚跺脚或外扫扣 1分；

靠脚时力度不够扣 1分；

排面不齐，动作不整齐划一扣 3～7分。

臂腿不协调扣 1分；

两臂摆动不到位扣 1分；

行进路线不正确扣 5分；

腿部动作不准确扣 1分；

两臂动作路线不准确扣 1分；

两眼未向前平视扣 1分；

立定时靠脚跺脚或外扫扣 1分；

靠脚时力度不够扣 1分；

排面不齐，动作不整齐划一扣 3～7分；

步伐互换不协调不连贯扣 1分；

步伐互换整齐扣 1分。

交通指挥手势
20

做动作时身体左右摇摆扣 1分；

停止信号时手臂抬起位置不够扣 1分；

前进信号时手臂未平伸扣 1分；

手臂未达到胸前相应位置扣 1分；

左、右转弯信号时，下手臂幅度过大或过小扣 1分；

排面不齐、动作不整齐划一扣 3～5分。

队列指挥员指

挥
5

指挥员报告口齿不清楚，报告词不连贯，出现错误

扣 1分；

指挥员口令不洪亮扣 1分；

指挥员动作不标准不正确扣 1～3分；

指挥位置站位错误或不符合条令规范扣 2分；

指挥员口令错误扣 3分。

评委签名： 合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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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维护（拳术演练）评分表

考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擒拿格斗、武术防暴操均可 100

表演精神面貌气势差扣 10 分

动作不规范、不准确扣 10 分；

动作不协调、不连贯扣 10 分；

击打速度及力量不足扣 10 分；

动作不整齐、凌乱扣 10-30 分。

表演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的扣30分

评委签名： 合计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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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维护（消防技能）评分表

考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消防着装
30

消防服穿着错误扣 10 分；

消防服穿着缺件扣 10 分；

消防服穿着场面混乱扣 10 分；

消防水带连接
40

水带连接错误扣 10 分；

抛水带动作不连贯扣 10 分；

水枪与水带连接不牢扣 10 分；

动作示范不流畅及动作错误扣 10

分。

现场问答
20

答案漏 1项扣 2分；

答案多 1项扣 2分；

时间把控

（着消防服，连接水带总计

时间为 4分钟，超时不得分）

10

用时最短的得满分 10 分；

用时第二名 9分；

第三名 8分；

以此往下名次各递减 1分。

评委签名： 合计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