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物业管理行业第三届职工技能竞赛

技术交底文件

第一部分 物业管理员（管家）竞赛

时间：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

地点：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清镇市）

（一）竞赛赛程

竞赛分初赛、预赛、半决赛、决赛共四轮。

一、初赛（理论知识闭卷答题）（11 月 27 日上午）

理论知识包括物业管理概念、物业管理实务、物业管理

法律法规等（复习范围：物业管理师教材）。

理论知识闭卷采取手机答题方式（扫描贵州省物业管理

协会公众号二维码进入“技能竞赛”）。

题型有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题。总分为 100 分，时间为

60 分钟。采取电脑自动统分排出名次。

前 40 名进入预赛。

地点：教室（具体见现场导视牌）

二、预赛（案例分析）（11 月 27 日下午）

案例分析主要针对物业管理运作实务、物业项目财务、

经营、人力资源、品质管理、紧急事件处理等技术、思维、

判断能力进行分析考核。



地点：教室（具体见现场导视牌）

案例分析采取书面答题方式。

前 30 名进入半决赛（下午六点领取决赛模拟题）。

三、半决赛（知识抢答）（11 月 28 日上午）

知识抢答题以物业管理服务基础概念、知识，物业管理

项目实务、法律法规等知识为主。题型为必答、抢答、风险

题三种形式。

选手抽签决定场次及座号，分五轮进行。每轮六人，每

轮前两名进入决赛。

前 10 名进入决赛。

地点：主会场

四、决赛（摸拟物业项目管理分析演讲）（11 月 28 日下

午）

演讲内容以物业项目为模拟参照（附件一），对项目的

特点、重点以及拟采取的措施、对策、方法等进行口头解析

汇报。

汇报演讲命题为：《假如我是项目经理》。

演讲限时 8 分钟。

选手提前抽签决定上场顺序。

决出一、二、三等奖。



地点：主会场（其余参赛选手采取封闭候场方式回避，

手机统一保管，以示公允。）

（二）评分办法

一、预赛（理论知识考试）

电脑对选手提交的成绩自动统分排名。得分相同时，并

列进阶。

二、案例分析（百分制）

由评委对选手提交的答卷进行打分（答卷将隐去企业名

称及选手姓名）

三、知识抢答

必答题每题 10 分（答对得分、答错不扣分），抢答题每

题 20 分（答对得 20 分，答错扣 20 分）。

四、模拟汇报演讲（二十分制）

评分标准：（见附件二：2020 年第三届技能竞赛物管员

决赛评分细则）

第二部分 电工（维修技师）竞赛

时间：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

地点：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清镇市）

（一）竞赛赛程

一、初赛

1、理论知识考核（手机答题）（11 月 27 日上午）



理论知识复习范围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维修电工

（2009 年修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物业管理

设施设备管理指南》（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主编）的相关内容

为基础。包括物业设备工程管理、消防安全等。

竞赛采取手机答题方式（扫描贵州省物业管理协会公众

号二维码进入“技能竞赛”），题型有单项选择、多项选择题

和判断题，总分为 100 分，时间为 60 分钟。

2、实际操作技能考核（11 月 27 日下午）

对接线（多口 16 平方接线流程、工艺、效果呈现）

初赛总分按权重计算得分，权重分配为：理论 30%；实

操 70%。

理论、实操综合成绩前 30 名晋级半决赛

地点：教室（具体见现场导视牌）

二、半决赛（实操）（11 月 28 日上午）

半决赛采取实操竞技操作方式，内容为装表接线，考场

提供固定接盘，选手完成三项电流表、空开、互感器、交流

接触器、插座接线操作（考流程、工艺、效果呈现）

实操竞技操作前 10 名进入决赛。

地点：分会场

三、决赛（实操）（11 月 28 日下午）

（二）竞赛方式

决赛采取实操竞赛方式，内容为桥式镇流（按考场提供



图样，选手作出故障判断、焊接、返回）

赛时为 60 分钟，总分 100 分。

地点：分会场

（备用考题）供水泵（一组一备新三角启动）

（备用考题）综合接线设置故障（3～4 个）选手判断故

障，逐一排除。

（三）竞赛规则

一、选手需仔细阅读电工职业技能竞赛的安排，严格遵

守按规定时间参加各项竞赛，理论知识考核开始 15 分钟后、

实操竞赛开始 10 分钟后，迟到选手不得参加竞赛，取消参

赛资格。

二、选手需穿着标准电工工装、绝缘鞋、戴好棉线手套

等参加实操竞赛，同时带好电工工具，参赛证和身份证，并

于竞赛开始前接受监考人员检查，证件缺失或有误不得参赛。

除必要的考试工具和证件外，不得将无关考试的用品带进考

场，一经发现取消比赛资格。

三、参加理论知识考核，选手应根据参赛证上的考号找

到对应座位。

四、待裁判员宣布竞赛开始后，选手才可以进行操作，

完成操作后需举手示意，经裁判员确认后，选手方可离开赛

场，宣布竞赛结束时，所有选手立即停止操作并退出赛场。

五、选手如对竞赛成绩有疑，由领队在成绩发布后 30



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组提出申诉，并接受仲裁组的最终

裁定结果，过时不予受理。

六、竞赛期间，选手应严格遵守竞赛规则，服从裁判员

的管理，若出现大声喧哗、作弊、不服从裁判等违反考场纪

律的行为，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驱出竞赛现场并取消竞赛

资格等处罚。

七、预赛、决赛赛程，选手自备带电烙铁 （20/25W）、

指针式万用表。

八、参赛人员需着规定着装（帽、服、鞋、手套、操作

工具规范佩戴、使用均纳入考分范围）。

（四）评分办法

一、初赛

1、选手手机理论答题提交后，电脑自动对理论知识考

试进行统分。

2、裁判对实操对接线（多口 16 平方接线流程、工艺、

效果呈现）接线操作过程及完成结果现场打分。

3、取理论知识得分（占比 30％），接线操作过程及完成

结果考核得分（占比 70％），作为选手初赛最终竞赛成绩，

排出名次，比分相同时采取加赛题方式直至决出名次。

二、半决赛

裁判对半决赛实操竞技操作流程、工艺、效果呈现、完

成时间现场打分，取裁判平均分作为半决赛竞赛成绩（竞赛



规则现场宣布）。

三、决赛

裁判对决赛实操竞技操作流程、工艺、效果呈现、完成

时间现场打分，取裁判平均分作为决赛竞赛成绩（竞赛规则

现场宣布）决出名次。

第三部分 秩序维护竞赛

时间：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

地点：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清镇市）

秩序维护比赛各队每队不少于 8 人，领队 1 人。全体队

员均须参加 11 月 27 日上午开幕式

（一）竞赛赛程

一、预赛（消防实操演练展示）（11 月 27 日下午）

竞赛方式：

抛消防水带（消防水带与水枪连接），由评委在参赛选

手中随机抽取两名队员进行比赛，各队不得要求另行更换队

员。

前 10 名进入决赛。

地点：分会场

二、决赛（知识问答＋队列操）（11 月 28 日上午）

1、秩序员理论知识问答包括秩序维护服务基本技能知

识（应急预案处理、公共安全维护常识等）



（二）竞赛方式：

一、由评委在每队 8 名选手中随机抽取 4 名选手回答问

题。

二、队列操要求进出场、站、跨立、齐步走、交接、交

通手势组合表演（3 分钟）

理论知识与队列操按权重计算预赛成绩，理论占 40%，

实操占 60%。

决出一、二、三等奖。

（三）评分办法

一、预赛

实操（抛 20 米消防水带）评分标准

卷消防水带（3 分）

抛消防水带（3 分）

消防水带与分水器连接（2 分）

消防水带与水枪连接（2 分）

水带出线扣 1 分

规范：

1、卷水带时，让两个接口略错位，然后将水带对折，

从偏中间部分开始卷，最后水带成盘状时，水带的两个接口

正好在上方。



2、抛水带时水带主体抛出，手中只留两个接口。也可

以在扬手的同时，用脚踢水带主体，加速水带的滚动。水带

全部并呈直线展开，不得超出线外。

3、将其中一个接口接分水器口，拿起另一个接口迅速

跑向前方并与水枪（另一队员递送水枪）进行连接。

二、决赛

1、理论知识答题

答对 10 分，答错不扣分。

2、（队列操；进出场、站/跨立、齐步走、交通手势）

动作规范、标准、专业（6 分）

动作整齐划一，精神面貌好（3 分）

编排有新意（1 分）

超时扣 1 分

以理论知识得分加实操得分为决赛总分。

决出一、二、三等奖。

第四部分 保洁员竞赛

时间：11 月 27 日至 11 月 28 日

地点：贵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清镇市）

（一）竞赛赛程及竞赛方式

一、预赛（理论知识答题）（11 月 27 日上午）

保洁员理论知识包括保洁日常服务基本技能、安全、流



程等基本技能知识（应急报告、处置，公共卫生维护常识等）

竞赛采取手机答题方式（扫描竞赛二维码），题型有单

项选择和判断题，总分为 100 分，时间为 60 分钟。

前 30 名进入半决赛。

地点：教室（具体见现场导视牌）

二、半决赛（保洁实操）（11 月 27 日下午）

半决赛采取竞技操作方式，内容为：玻璃清洁

赛时：15 分钟，满分 100 分

规范要求见附件三《2020 年第三届技能竞赛保洁员实操

半决赛（玻璃清洁）规范要求》

前 10 名进入决赛。

地点：分会场

三、决赛（保洁实操）（11 月 28 日上午）

决赛采取竞技操作方式，内容为：地面清洁（尘推牵尘、

驾驶式洗地机）

赛时：30 分钟，总分 100 分（尘推牵尘、驾驶式洗地机

操作各占 50%）

规范要求见附件四《2020 年第三届技能竞赛保洁员实操

决赛（尘推牵尘、驾驶式洗地机）规范要求》

地点：分会场

（二）评分办法



一、预赛

选手手机扫码答题，参赛复习内容见附件五《2020 年第

三届职工技能竞赛（保洁员比赛复习资料）》

题型：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

二、半决赛

评分依据:

1、头发、着装不合格扣 3 分；站姿不合格扣 2 分

2、自我介绍不连贯扣 2 分；

3、工具选取错误、每遗漏一项扣 1 分，总扣 10 分；

4、未检查作业玻璃扣 3 分；未汇报检查情况或先汇报

后检查扣 2 分

5、未正确选择毛巾颜色铺垫扣 2 分；未做成品保护扣 5

分；未摆放警示牌扣 3 分

6、未选择正确工具及药剂或玻璃上污渍未清理干净扣 5

分；未口述清洁剂与水配比比例扣 10 分；涂水器毛头滴水

成线扣 10 分；玻璃未均匀涂抹扣 10 分；每刮洗一次未将胶

条上污水擦干扣 5 分；未重叠作业区扣 5 分；未用毛巾擦拭

保护区域扣 2 分；未作收边处理扣 3 分；未对工具进行清洁

扣 3 分；未将工具放置到指定地点扣 2 分

7、玻璃表面有污渍水迹扣 3 分；污水未处理扣 2 分；

每超时 1 分钟扣 1 分，超过 10 分钟取消成绩。

三、决赛



评分依据——

（1）尘推牵尘

1、头发、着装不合格扣 3 分；站姿不合格扣 2 分。

2、自我介绍不连贯扣 1 分。

3、工具选取错误、遗漏扣 2 分；未摆放警示牌扣 3 分；

未告知裁判尘推罩已上油发酵 8 小时以上扣 5 分；尘推组装

错误扣 5 分。

4、不先处理明显垃圾扣 5 分；不处理水迹、未处理干

净水迹扣 5 分；牵尘未压边扣 5 分 ；尘推离地扣 5 分；尘

推使用不规范扣 5 分；尘推来回拖拽扣 5 分；清洁后地面有

污渍、灰尘扣 10 分；未清理踢脚线、墙角、边角积灰扣 5

分；未折叠使用咖啡色毛巾，扣 5 分；未清理尘推罩扣 4 分；

未清洗毛巾扣 4 分；作业后工具摆放不规范 2 分。

5、动作不够规范扣 3 分；地面整体效果不良扣 2 分；

每超时 1 分钟扣 2 分，超过 15 分钟取消本项成绩。

（2）驾驶式洗地机操作

1、未进行刷毛、中心定位器、刷片检查步骤扣 3 分；

漏项检查扣 2 分；未进行检查吸水扒胶边步骤扣 5 分；未

检查污水箱是否排空，吸风口过滤器是否完好扣 3 分；漏项

检查扣 2 分。

2、未关闭机器打开刷盘扣 3 分；提升刷盘头未离开地

面扣 2 分；未按照规定安装水刮组件扣 2 分；未按照规定



安装吸水管扣 3 分。

3、未打开机身检查线路扣 2 分；未检查电池电量扣 3

分。

4、注水时使用水管水桶注水带污渍扣 5 分；未按照注

水步骤操作扣 5 分。

5、启用洗地机前未先清扫扣 5 分；驾驶时未压边三分

之一扣 10 分。

6、未关闭电源直接排水扣 5 分；未打开污水箱进行冲

洗浮球滤网扣 5 分

7、清水箱未排水扣 3 分，排水未清洁扣 3 分；未检查

冲洗滤网扣 5 分；过滤器和 O 型密封圈未正确安装扣 4 分；

未按照相关步骤操作不得分。

8、污渍水迹过多、动作不够娴熟扣 5 分，工作姿势不

规范、工具材料摆放不整齐、废弃物未合理收好扣 5 分。

20 分钟内全部正确完成所有流程，得 10 分，每超过 1

分钟扣 2 分，最多扣 10 分。

评委对决赛实操技能操作现场打分，取裁判平均分作竞

赛成绩（竞赛规则现场宣布）。

决出一、二、三等奖。

第五部分 团体总分计分办法

按进入决赛的个人项目及集体项目的得分总和计算。



附件三

2020 年第三届技能竞赛保洁员实操半决赛

（玻璃清洁）规范要求

赛时：15 分钟，满分 100 分



附件四

2020 年第三届技能竞赛保洁员实操决赛

（尘推牵尘、驾驶式洗地机）规范要求

尘推牵尘

形象

展示

仪容仪

表

着工装，工装无破损、污迹、明显褶皱，

前发不掩额，侧发不过耳，后发不及领。

站姿挺拔无弯腰驼背，手部摆放正确

自我介

绍
我叫 XX，来自公司，现担任 XX 职位

准备

工作

工具准

备

选取工具：扫把、撮箕、尘推、警示牌（工

作进行中）、咖啡

色毛巾、地刷。

组装尘推：告知裁判上油时间 8 小时以上

作业

流程

巡视作

业区域

巡视作业区域卫生情况并处理明显垃圾；

巡视时发现水迹，用毛巾进行局部处理

牵尘

地面牵尘（直线或 S 型方法）

清理的尘垢应推向清洁区域的角落，用扫

帚配撮箕彻底清理干净

收边
用咖啡色毛巾（毛巾必须折叠）对踢脚线、

墙角、边角积灰进行擦拭

收尾 用地刷将尘推罩上尘垢按从上到下的方式



刷进垃圾桶内；

整理并清洗毛巾，将工具规范摆放在指定

地点；

其他

评定

整体效

果

操作动作规范，清洁后地面整体效果干净

光亮。

作业时

间
限时 10 分钟

驾驶式洗地机

使用前准备

工作

检查刷子刷毛长度，不低于新刷毛长度的 2/3，

确认刷子是干净的。或者检查针座是否完好，

中心定位器是否完好，刷片是否能用

检查吸水扒胶边：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后胶边捋

一遍，感觉胶边是否完好，若胶边有缺口需要

将胶边拆下翻面使用

检查污水箱是否排空，检查吸风口过滤器是否

安装好

刷盘或针座

安装

确保机器已关闭。 拉起刷盘提升开关。提升刷

盘头离开地面。

安装水刮组

件

提起水刮提升拉把。拧开水刮组件上中间的两

个把手，置水刮组件于水刮托架槽内。



连接吸水管到水刮组件上，并用吸水管夹将吸

水管弯曲形成一个回水弯。检查刮条并做适当

的调整。

洗地机安检

与启动步骤

打开机身，并检查电池是否通过连接器连接到

机器。启动开关，查看电池剩余电量。(如果电

池电量指示灯显示所有的分段，电池满电量,

电池电量指示灯开始闪烁时，电池必须充电）

清水箱注水

当使用水桶注水时，确保水桶是干净的。

放下水刮提升把手，放下水刮组件至地面。

释放针盘提升踏板，放下刷盘头到地面。

打开主电源钥匙开关。最好用水管注水

作业前清扫

路径安排机

器调整

提前安排清扫路径. 用最少的停机及重启来安

排最长的工作, 清洗死角最小化。驾驶路线按

直线行进,压三分之一走三分之二，转弯时减

速。调整机器速度和主刷压力，使用最小主刷

压力获得最高性能。

污水箱排水

及清洗 维

护

关闭机器电源。提升水刮件和刷盘组件，驾驶

机器 至特定排水区排水。拿下入污管，拧下放

污管堵头 放到排水桶或排水区地面开始排水。

打开污水箱 盖并用清水冲洗污水箱内部。清洗

位于污水箱内的 浮球滤网。清洗刷盘和吸水扒

组件。以及侧裙边组 件。



冲洗排污水管和吸污水管，并擦干净机身。

清水箱排水

清洁工作完成之后，清水箱应排水并清洁

拧开过滤器组件的盖子，也可以排出清水箱内

的清 水。请检查过滤网是否干净，如果必要的

话冲洗过 滤网。

每次使用之后请用清水冲洗清水箱，以免溶液

系统 堵塞。清水箱排干后，重新插好清水管，

确保过滤器滤网和 O 型密封圈正确安装后，拧

紧过滤器盖

整体效果

干净、光亮、无污物、无水迹，操作动作娴熟，

工 作姿势规范，工具、材料摆放整齐规范，废

弃物合 理安放；



附件五

保洁员竞赛复习资料

1、关于高压水枪的使用，正确的是将水管、机身、射

水枪接好，接通电源，合上开关，有次序地冲洗计划好的地

方；留意各个接口及水管是否有漏水现象，掌握好水枪的射

程，以免冲湿其他地方；使用后，应将水管的水放净，并将

水管卷好存放。

2、卫生责任区必须清扫到边、无卫生死角，达到“一

平四无”，四无内容是指无垃圾、脏物，无果皮、纸屑、砖

头瓦块，无杂草、乱贴乱画，无污水乱流。

3、发现责任区域内设施损坏应做到报备主管，协调处

置。

4、路面、人行道有少量积水时，应及时清扫到雨水井

口。

5、清洁药剂中对清洁对象危害最小的是中性清洁剂。

6、不锈钢保养作业收尾工作顺序正确的是：①工具、

材料摆放整齐、规范、废弃物合理安放；②保养完用（咖啡

色）毛巾把地面卫生处理干净； ③确保地面无药剂残留物、

无水迹，撤出提示牌；④整顿现场物品及所有使用工具，离

开现场。

7、尘推的组成部分是尘推杆、尘推架、尘推罩。

8、尘推尺寸有 30cm、40cm、60cm、90cm、110cm。



9、不锈钢或铜质牌若有污物，可用不锈钢、铜器专用

的清洁剂或肥皂加适量清水清除污渍。

10、使用玻璃清洁剂的作用是加快清洁速度、保证清洁

效果、防雾、提升玻璃光洁度。

11、五洁粉不属于保养类药剂。

12、室内清扫时应由里向外清扫，桌下垃圾向宽广的地

方清扫。

13、根据灰尘、垃圾和区域的不同，清扫方法有四种：

按扫、浮扫、弹扫、推扫。

14、使用尘推前需要喷洒静电吸尘剂。

15、刮玻璃的流程是：1、兑清洁剂；2 地面上该用地巾

铺好的先盖好；3 用涂水器往玻璃上涂水；4 用单面刮净水；

5 用毛巾或镜布擦净边角的脏水。

16、在清除手印、油迹、油漆、污渍、粘性附着物、涂

鸦时，必须采用指定的工具及清洁剂，小心处理，以保护那

些表层上封有保护膜的玻璃及镜面。

17、灭火的基本方法： （1）冷却法：就是将灭火剂直

接喷洒在燃烧的物质上，将燃烧物的温度降低到燃点以下；

(2)窒息法：用隔绝空气或稀释燃烧区的空气含氧量，使燃

烧物得不到足够氧气而熄灭。 (3)隔离法：将还在燃烧的物

质与未燃烧的物质隔离开，中断可燃物质供给使燃烧停止。



(4)抑制法：使有抑制作用的灭火剂参与到燃烧反应过程中

去，形成稳定的分子，使燃烧停止。

18、由于木质地面表面都有地板蜡，若沾上污渍，是不

能用铲刀进行处理的。

19、地毯除渍剂必须兑水使用。它能清洗毛、麻、棉和

各种化纤、混纺、尼龙及地毯上的茶渍、咖啡、油渍、饮料、

墨汁等污渍，用后需立即过水吸干，不允许用于木地板油漆

表面

20、消泡剂使用方法：无需配比，直接使用原液即可：

当机器污水箱内泡沫过多时，只需将适量消泡剂直接加入污

水箱内，便可将泡沫去除

21、洁尔亮需兑水使用

22、正确使用清洁剂的意义（1）降低成本；（2）提高

工作效率； （3）减少事故；（4）延长使用寿命；（5）保

持良好的外观

23、清洁剂的作业过程：分解，湿润，润滑、增溶、分

散和洗涤

24、使用中性清洁剂、玻璃清洁剂，配合使用清洁软布

清洁玻璃。

25、尘推的使用方法：将尘推置于地面，位于人体的正

前方，确保尘推的手柄处于身体正中的位置，左手掌心朝右，

右手掌心朝左，一边走一边向前推动尘推。



26、拖把水拖：用于清除附在地面上的泥和污垢，但水

不宜过多，并及时清理水迹。

27、尘推用时首先检查上一次使用过的尘推是否干净。

28、拖把半干拖：用半干半湿的拖布拖擦地面。

29、拖把的拖法：应左右挥动，使擦痕呈一字型，在角

落等处可以直拖；先拖擦墙角再墩擦中间，从里往外拖拭。

30、在雨天使用清洁设备时，应做好漏电、防滑等安全

防护措施。

31、工作期间禁止听音乐。

32、保洁时应把死角的蜘蛛网，灰尘清理干净。

33、洁厕净与全能清洁剂不可以混合使用。

34、尘推施工完成后必须自检。

35、废弃口罩禁止直接丢弃在垃圾桶内

36、消灭蚊子应当治本清源，即清除蚊子的孳生场所，

辅之以杀灭幼虫，控制蚊虫的发生

37、天花板不属于每日常规清洁项。

38、对于保洁整理出来的垃圾和废弃物要求日产日清。

39、保洁员工每天最低进行两次生活垃圾的收集、清理

工作。

40、对于领导临时安排的工作应及时完成。



41、清洁工具、器具每次使用完后要清洗干净，统一存

放于指定地点。

42、使用人字梯清理高位蛛网时，禁止 1 人作业。

43、保洁员在暴雨天气应及时清理积水并摆放警示牌

44、玻璃清洗过程中发现有破损，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停

止作业，立即通知现场主管。

45、与业主产生冲突时应做到报备主管，请主管协调处

理

46、在进行楼道保洁时，如需清理业主的私人物品，须

征得业主同意.

47、不属于自己区域责任的垃圾，保洁员也有义务把垃

圾捡起来。

48、不允许用扫把指示方向。

49、在保洁过程中，如遇客户迎面而来，应暂时停止清

洁，主动让路，并微笑问好。

50、玻璃清洁作业中，在发现工友被破损玻璃划伤时，

正确的处理方法是：立即报告现场主管，帮助工友按压、捆

扎伤口止血，等待医疗救 援或协助就近送医。

51、清洗 6mm 厚度的高层楼宇玻璃窗外侧污渍，应优先

选用 3-6mm 双面玻璃刮更快更安全。

52、佩戴一次性医用外课口罩应做到 1 洗：清洗双手，

以免不干净的手污染一次性医用口罩内面； 2 挂：将一次性



医用口罩横贴在脸部口鼻上，用双手将两端的绳子挂在耳朵

上； 3 拉：双手同时向上下方向将一次性医用口罩的皱褶拉

开，使口罩能够完全覆盖住口鼻和下巴； 4 压：用双手的食

指紧压一次性医用口罩鼻梁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上端能够

紧贴鼻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