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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文件
 

 

浙人社办发〔2018〕81 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印发茶艺培训等 46 个专项职业能力 

考核规范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属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专项职业能力考

核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发〔2010〕292 号）精神，“茶艺培训”等

46 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已经专家论证审定，现印发实施。各

地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附件：1．茶艺培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茶园植保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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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店操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4．萧山花边挑绣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5．轴承套圈车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6．印花分色处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7．网络综合布线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8．古建砖瓦烧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9．传统豆腐皮捞制（浦江）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0．莹石雕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1．药膳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2．金漆造像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3．餐饮安全管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4．电商数据分析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5．航运经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6．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7．缙云烧饼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8．快递客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19．内燃机调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0．内燃机装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1．气糕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2．饰品制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3．水晶玻璃刻面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4．网页美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5．西砚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26．油品储运调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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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茶艺培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具有培训大纲编制、课程设计与课件制作、茶汤质量调控、

茶艺操作演示及培训与指导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茶艺培训         职业领域：茶艺师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培训大纲编制、

课件制作、试讲 

1.能根据《茶艺师职业技能标准》

要求编制培训大纲 
2.能根据培训大纲设计课程 
3.能根据课程设计制作多媒体课件

4.能运用授课技巧选取内容进行试讲

1.编制培训大纲相关

知识 
2.课程设计相关知识 
3.多媒体制作相关知识 
4.授课技巧相关知识 

40% 

（二） 
茶汤质量调控 

1.能根据不同茶类茶汤的质量要求

指导选择泡茶器具与用水 
2.能根据茶汤的质量要求综合运用

水温、时间、茶量等冲泡要素进行

调控茶汤 

1.茶的品质及水、具

知识 
2.茶的冲泡要素、技巧

及冲泡原理 

30% 

（三） 
茶艺操作演示

与指导 

1.能进行各类茶艺的演示 
2.能对各类茶艺进行讲解指导 
3.能对学员茶艺演示进行纠正 

1.各类茶艺演示基础

知识 
2.茶艺演示讲解指导

基础知识 
3.茶艺演示纠正基础

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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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中级茶艺师（四

级）及以上资格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茶艺专

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18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100m2，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扰，

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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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茶园植保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植保设备、器具、药剂及其它防治产品等，对茶园有害

生物进行有效防治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茶园植保         职业领域：植保员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病虫害识别 

1.能识别茶园主要吸汁类害虫、食

叶类害虫、钻蛀类害虫、地下害虫、

茶树叶病、茎病和根病的种类 
2.能根据茶园危害状判别病虫害 

1.茶树病、虫种类的基

本知识 
2.茶园危害状的基础

知识 

30% 

（二） 
预测预报 

1.能根据病虫类型运用田间样本抽

样方法对茶树病虫进行调查 
2.能根据调查结果运用预测方法，

对田间茶树病虫的发生时间和发生

量进行预报，提出防治适期 

1.茶树病、虫害预测预

报抽样的基本知识 
2.茶树病、虫害的基本

知识及预测预报的基

础知识 

15% 

（三） 
田间防治 

1.能根据预测预报结果编制防治方案

2.能根据茶园病虫防治对象，选择

植保设备、器具、诱虫灯、诱捕器、

药剂等进行防治 

1.防治方案的编写知识 
2.植保设备、器具、诱

虫灯、诱捕器、农药

的基础知识 

40% 

（四） 
防治效果评价 

1.能运用田间抽样调查方法进行病

虫防治效果的调查 
2.能根据田间调查结果，运用药效

试验方法分析、评价防治效果 

1.抽样调查基础知识 
2.农药田间药效试验

的基本知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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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初中文化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均可

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植保专

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或具有相关领域高级职业资格人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应有符合要求的植保用具和产品，具有一定面积的开放

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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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网店操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 PC 及移动终端设备在网店上进行商品管理、客户答疑、

订单处理、客户管理、售后服务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网店操作         职业领域：电子商务师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商品管理 

1.能运用商品管理模块进行新商品

添加 
2.能运用商品管理模块进行修改、

上架、下架和删除 

1.新商品添加相关知识 
2.商品修改、上架、下

架、删除相关知识 
20% 

（二） 
客户答疑 

1.能使用三种以上即时通讯工具 
2.能运用沟通技巧解答买家对产品

的各种疑问 

1.通讯工具相关知识 
2.沟通技巧相关知识 

20% 

（三） 
订单处理 

1.能运用订单处理模块进行查询、

跟踪和核对 
2.能运用订单处理模块进行属性修改

3.能运用订单处理模块进行发货通

知、退款和订单删除 

1.订单处理相关知识 
2.信息处理相关知识 

30% 

（四） 
客户管理 

1.能运用 office 软件进行客户信息

整理 
2.能运用即时通讯工具进行客户回访

1.客户信息处理相关

知识 
2.客户管理相关知识 

10% 

（五） 
售后服务 

1.能依据退换货程序进行售后处理

2.能够处理售后投诉 
1.退换货相关知识 
2.沟通评价相关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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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网店操作专业

知识及 3 年以上实际操作经验。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机考方式，考核时间为 9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在机房进行，具备满足技能考核需要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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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萧山花边挑绣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按照图样和工针要求，运用针、剪刀等工具，使用棉线、丝

光棉线、纸等材料，挑绣成花边成品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识图 

1.能根据图案要求，识别花边的款

式、花型、针法 
2.能根据图案要求选择线、带的类型

1.图样的基础知识 
2.线、带的相关知识 

20% 

（二） 
挑绣 

1.能根据图样要求，运用针线订出

花样 
2.能根据工针要求进行挑绣 
3.能根据图样要求进行扣花 

1.图样的基础知识 
2.工针的基本知识 
3.扣花的基础知识 

60% 

（三） 
拆花 

1.能用剪刀拆除订线，揭开花边 
2.能用剪刀修剪线头 

1.拆花的基本知识 
2.修剪的基本知识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有一定的手工挑

绣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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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

少于 12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光线充足，整洁无干扰，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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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轴承套圈车削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轴承套圈车削机床（CM1203A），按轴承套圈车削生产

规程，在生产车间进行轴承套圈车削，并能运用相关量具进行产

品加工精度检测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本项能力的求职、就业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轴承套圈车削         职业领域：车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识读 

1.能识读轴承套圈零件图 
2.能识读轴承套圈车削工艺规程 

1.机械零件图知识 
2.轴承套圈车削加工

工艺规程知识 
15% 

（二） 
检查调试 

1.能根据轴承套圈车削机床使用说

明书对轴承套圈车削机床 CM1203A
的主运动、进给运动、自动进料装置

及气动装夹系统进行检查 
2.能根据工艺规程的切削参数要

求，对切削速度、进给量、切削深

度进行调试 

1.轴承套圈车削机床

使用说明书及操作注

意事项 
2.文明生产规程 

15% 

（三） 
车削操作 

1.能根据车内孔、车沟槽、车端面、

倒角等车削内容，选择并安装刀具

2.能根据工艺规程，选择工艺参数，

进行对刀试车 
3.根据生产批量要求选择车床的自

动、半自动和手动功能进行车削 

1.车刀基础知识 
2.车削加工工艺参数

知识 
3.机床操作规程 
4.安全生产规程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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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轴承套圈车削         职业领域：车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精度检测 

1.能使用游标卡尺和千分尺检测毛

坯尺寸 
2.能使用内径千分尺测量套圈内径

和形状误差 
3.能使用沟槽专用卡尺测量沟槽直

径和轴向位置 
4.能使用标准钢珠和涂料，采用涂

色法检测沟槽形状误差 
5.能使用对比法判断表面粗糙度 

1.量具维护保养知识 
2.零件测量技术基础

知识 
3.质量控制技术基础

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车削工

作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以及熟悉轴承车削工作规程。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4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模拟实际生产现场或以实际生产车间为考场，要求光线

充足，整洁无干扰，空气流通、温度适合生产要求，具有安全防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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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印花分色处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印花智能设计分色系统，对设计稿进行印花图案分色准

备；分色处理，即把稿件中的各单色处理成单色稿；稿件输出的

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印花分色处理         职业领域：印花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分色准备 

1.能确定设计稿中花回的完整性及

套色数 
2.能使用扫描仪将设计稿输入到计

算机中 
3.能根据设计稿确定排列方式 
4.能使用系统基本工具修补拼接处

缺失的图案，并调整来样尺寸 

1.审查样稿的相关知识 
2.平接和跳接的相关

知识 
3.扫描仪使用的相关

知识 
4.修补的相关知识 

30% 

（二） 
分色处理 

1.能对设计稿进行描茎处理 
2.能运用套索工具对封闭区间进行

填色、画云纹处理 
3.能对设计稿进行撇丝处理 
4.能运用图层工具进行分色处理 
5.能对单色稿进行扩点处理，能对

云纹稿进行加网处理 

1.描茎的处理方法 
2.套索工具的使用知识 
3.撇丝的处理方法 
4.图层工具的使用知识 
5.云纹稿的正确处理

及扩点处理相关知识 

60% 

（三） 
稿件输出 

1.能进行稿件转换操作 
2.能将完整的彩色稿以标准格式输

出并存储 

1.各类稿件转换知识 
2.彩色稿专用格式的

转换操作，及输出存

储操作知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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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花样

设计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在计算机上操作完成，先用抽签的形式

选好考题。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9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

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应设在装有相关印花智能设计分色系统的机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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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网络综合布线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综合布线设备和工具，对网络传输介质进行跳线制作、

敷设、布线、端接、测试和标识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跳线制作 

1.能运用冷压、热熔方法制作光纤

跳线 
2.能使用压线钳制作双绞线跳线 
3.能使用网络测线仪和光纤熔接测

试平台与跳线的连通性和光纤损耗

1.冷压或热熔方法制作

光纤跳线的相关知识 
2.超五类非屏蔽双绞

线制作跳线的方法 
3.网络测线仪和光纤

熔接测试平台的使用

方法 

15% 

（二） 
线槽、线管 
敷设和布线 

1.能使用剪刀、卷尺、螺丝刀、电

钻、开孔器、弯管器、锯等综合布

线工具敷设线槽、线管和安装底盒、

模块和面板 
2.将线缆安装到线槽、线管中，并

盖好线槽面板 

1.线槽/线管选择和安

装的方法 
2.底盒、模块、面板的

安装方法 
3.传输介质和线槽、线

管用料的计算方法 
4.能根据线缆数量和

类型选择线槽和线管 

45% 

（三） 
链路端接 

1.能使用打线工具进行链路端压接

并预留端接线缆长度 
2.能根据 T568B 标准安装配线架 

1.模块端/压接的方法 
2.理线的相关知识 
3.配线架的安装方法 
4.计算线缆进面板和

进跳线架预留长度的

相关知识 

25% 



 

 — 17 —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链路测试与 

标识 

1.能使用链路测试工具进行连通性

测试 
2.能使用链路测试工具进行数据传

输的损耗测试 
3.能对链路两端进行标识 

1.综合布线链路验收

知识 
2.测试工具的使用知识 
3.链路标识规范 

1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网络综

合布线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取工程项目施工实际操作考核。技能操作考

核时间为 12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15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

扰，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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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古建砖瓦烧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在传统土窑中，进行选土制泥、制作晾晒、装窑烧制、冷却

出窑等操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土制泥 

1.能够根据泥土的粘性和砂石含量

选择古建砖瓦制作的泥土 
2.能够对泥土进行干湿调和，使泥

土干湿均匀 

1.泥土的相关知识 
2.泥土调和的相关知识 

20% 

（二） 
制作晾晒 

1.能够使用不同模具进行制坯、脱模

2.能够将不同坯体，进行平放、叠

立等方式进行阴干晾晒 

1.制坯、脱模的相关

知识 
2.晾晒的相关知识 

20% 

（三） 
装窑烧制 

1.能根据装窑的要求，对不同坯体

进行装窑 
2.能使用小火、大火进行烧窑 

1.装窑的相关知识 
2.烧窑的相关知识 

40% 

（四） 
冷却出窑 

1.能够根据窑内火候，进行封窑冷却

2.能够按出窑程序对不同砖瓦进行

出窑 

1.封窑的相关知识 
2.出窑的相关知识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 19 —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古建砖

瓦烧制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用口试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技能

操作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15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空气流通，

具有安全防火措施。设备包括砖瓦泥坯、铁叉、燃料、窑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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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传统豆腐皮捞制（浦江）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石磨、纱布袋、煮浆设备、捞皮锅等工具，将大豆制作

成豆腐皮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传统豆腐皮捞制（浦江）         职业领域：豆制品加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破碎去壳 

1.能够根据原材料的颗粒大小、晾

晒程度调试破碎机 
2.能根据破碎后大豆的破碎程度，

调试风车速度、风力 

1.破碎机的操作知识 
2.风车的操作知识 

20% 

（二） 
浸泡磨浆滤浆 

1.浸泡过程中能够根据季节、温度

的实际情况调整浸泡时间，鉴别豆

仁浸泡是否适度 
2.磨浆过程中能够根据挂浆浆汁的厚

薄粗细程度控制添加豆和水的比例 
3.磨浆过程中能够根据手指捻浆的

手感判断豆浆的粗细是否适宜，必

须会调整石磨的纹路 
4.能够根据过滤设备出浆色泽控制

洗浆水的比例 

1.浸泡豆仁的相关知识 
2.磨浆的相关知识 
3.过滤豆浆的相关知识 

30% 

（三） 
煮浆捞皮 

1.能利用煮浆设备煮熟生浆，去除

泡沫 
2.能使用捞皮锅煮熟浆并捞皮 

1.煮浆的相关知识 
2.捞皮的品质鉴别知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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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传统豆腐皮捞制（浦江）         职业领域：豆制品加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晾皮包装 

1.能够根据室内温度和湿度控制晾

皮时间 
2.能够根据豆腐皮的色泽、韧性、

平整度等判断豆腐皮的品质并分类

存放 

1.晾皮知识 
2.豆腐皮保存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传统豆

腐皮捞制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并熟悉工作规程。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实际操作，考试时间不少于 100 分钟。60 分

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40m2，操作场地应光线充足、整洁卫生、

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符合给水、排水要求、卫生要求，

备有破碎机 1 台、风车 1 台、清洗池 1 个、过滤池 1 个、石磨 2

台、过滤设备 1 套、平底锅 10 只，炊具 10 套、盛具 10 套、挑

杆 10 根、筷棒 100 根（长 60 厘米，粗 0.7 厘米），插筷棒的专

用架子 10 个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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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莹石雕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根据莹石雕刻要求设计、选料，运用切割机、雕刻机、抛光

工具对莹石进行开料、雕琢、抛光制成工艺品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进行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料设计 

1.能根据设计图纸进行选料 
2.能根据原料形体进行设计 
3.能根据设计图在原料的形体上绘

制线条 

1.莹石的基本知识 
2.线描的基本知识 
3.雕塑的基本知识 

10% 

（二） 
开料定型 

1.能运用切割机根据设计图设计进

行开料 
2.能运用切割机根据绘制图切割定型

1.切割机运用知识 
2.磨氏度基本知识 

30% 

（三） 
雕琢成型 

1.能使用各种雕刻工具进行雕琢 
2.能使用雕刻机对初胚雕琢成型 

1.雕刻工具的基本知识 
2.雕琢的基本知识 

30% 

（四） 
抛光 

1.能使用各种抛光工具和材料 
2.能根据雕刻件抛光要求对雕刻件

进行抛光 

1.抛光工具的基本知识 
2.抛光的基本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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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及实际操作经验，并熟悉工作规程。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360 分钟。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有教学设备

的实习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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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药膳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能运用相应的食材、药材原料，加工和烹调成具有养生保健

功效膳食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食材、药材识别 

1.能识别和区分食材类和药材类原

料及产地 
2.能识别食材类、药材类原料的性

能、功能、药理作用 

1.食材、药材类的原

料、产地等基础知识 
2.食材、药材类的营

养成分和功效等基础

知识 

30% 

（二） 
食材、药材加工 

1.能对食材原料进行切配和加工 
2.能对药材类原料进行炮制 

1.食物原料洗切的初

加工基础知识 
2.药物原料炮制方法

基础知识 

20% 

（三） 
食材、药材配伍 

1.能根据食材、药材的特性进行四

季养生药膳配伍 
2.能根据食材、药材的特性进行常

规慢病养生药膳配伍 

1.药膳配伍的方法 
2.药膳配伍的禁忌 

20% 

（四） 
药膳烹调 

1.能用特定烹调方法对食材和药材

进行加工 
2.能运用特定单一味、复合味对食

材和药材进行调制 

1.特定烹调方法的基

础知识 
2.特定调味方法的基

础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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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3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药膳专

业知识和相关专业的初级职业资格。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分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

用闭卷考试方式，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理论知

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以上者为合

格。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60分钟；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不少于

90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标准场地进

行，相应的炉灶、器皿等设备及工具齐全，场地和原材料等符合

安全、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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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金漆造像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黄金、大漆、朱砂、苎布等原材料，进行漆苎制坯、坯

体成型、金漆髹饰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金漆造像         职业领域：漆器制作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原材料识别与

配制 

1.能根据颜色、气味、粘稠度识别

和区分原材料的类别 
2.能按照原材料的特性对其进行加

工、提炼 
3.能根据工序的要求，对原材料进

行融合 

1.原材料特性相关知识 
2.原材料加工、提炼相

关知识 
3.原材料融合相关知识 

20% 

（二） 
漆苎制坯与 
坯体成型 

1.能使用大漆、苎布在基础物坯上

进行初坯制作 
2.能根据设计造型要求披灰、修光、

水磨处理坯体 
3.能使用漆刷、马尾刷、砂纸等造

像工具，对处理坯体进行上漆、打

磨、灰漆，使坯体成型 

1.初坯制作相关知识 
2.坯体处理相关知识 
3.造像成型相关知识 

40% 

（三） 
金漆髹饰 

1.能运用行金底、贴金等方法进行

造像表面处理 
2.能运用砑金、罩金方法进行金漆

髹饰 

1.造像表面处理相关

知识 
2.金漆髹饰相关知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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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金漆造像技艺专业知识及五年以上实

际操作经验，每个考评组不少于3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方式。考核时间不少于120

分钟。考核实行百分制，成绩达60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

扰，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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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餐饮安全管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在餐饮服务单位中，开展日常检查、员工培训、诚信建设、

风险控制、应急处置等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餐饮安全管理         职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员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日常检查 

1.能制定日常检查计划 
2.能制订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3.能开展日常检查 
4.能进行快速现场直测 

1.食品安全法、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2.餐饮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相关知识 
3.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标准相关知识 
4.食品相关检验和食
品快速检验相关知识 

25% 

（二） 
员工培训 

1.能制订培训和健康检查计划 
2.能对员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职
业道德、相关法律法规培训 
3.能组织健康体检和晨检 

1.餐饮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相关知识 
2.常用食品安全管理
相关知识 
3.食品安全风险要点
和控制相关知识 

20% 

（三） 
诚信建设 

1.能对餐饮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级、
食品添加剂使用等公示食品信息 
2.能登记食品采购信息和从业人员
信息 

1.餐饮业食品安全诚
信体系相关知识 
2.餐饮食品安全监督量
化分级管理相关知识 
3.食品经营许可管理
相关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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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餐饮安全管理         职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员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风险控制 

1.能定期开展本单位食品安全隐患

排查，有记录 
2.能对重大活动进行食品安全保障

1.餐饮服务高风险食

品安全管理操作要求 
2.重大活动食品安全

的基本知识、工作程

序和控制要点 

15% 

（五） 
应急处置 

1.能制定本单位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方案 
2.能处理食品安全投诉 
3.能发现、控制食物中毒现场 

1.国家食品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 
2.食品安全举报投诉

处理办法 
3.餐饮单位重大活动

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

处置程序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卫生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或具有

相关领域高级职称人员。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笔试或上机考试的方式。考核时间为 90 分钟。

考核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在标准教室进行。 



 

 — 30 — 

附件 14 

 

电商数据分析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常用的数据获取及处理和分析、图表制作等工具，在电

商店铺运营过程中进行统计分析，并撰写报告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以及相关专业

的在校学生。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电商数据分析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数据采集 

1.能使用常用数据分析工具（如生

意参谋、京东商智等）（5 分） 
2.能根据业务需求选定数据分析所

需的多维度指标（如店铺流量、点

击率、转化率等）（5 分） 
3.能根据指标采集所需数据，并进

行整理、分类、汇总等（10 分） 

1.数据获取途径 
2.统计方法知识 
3.电商运营知识 
4.数据处理工具及基

本操作知识 

20% 

（二） 
数据分析 

1.能使用 EXCEL 设计各种数据分

析表（5 分） 
2.能对采集到的数据进异常值、空

值、一致性处理，删除重复数据，

抽取数据等数据清洗操作（5 分）

3.能运用常见的数据分析工具进行

店铺流量、营销、交易、商品、客

户等数据分析（20 分） 

1.流量指标知识 
2.交易指标知识 
3.营销指标知识 
4.客户指标知识 
5.商品指标知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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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电商数据分析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三） 
数据可视化 

1.能使用图表制作常用工具（如

Excel、PPT 等）（5 分） 
2.能以图表形式呈现店铺流量、营

销、交易、商品、客户等数据分析

结果（5 分） 

1.PPT 数据可视化、文

稿编辑等知识 
2.EXCEL 公式、函数、

数据图表与管理等知

识 
3.Word 字体、文本编

辑与图文编排等知识 
4.电商运营基础知识，

报告撰写基本规范 

10% 

（四） 
报告撰写 

1.能根据报告模板撰写数据分析报

告（20 分） 
2.能使用 Word、PPT 制作报告辅助

电商运营，提出改进措施，给出改

进方案（20 分） 

4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电商数据分析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

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实际操作考核，考核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5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10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

扰，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具体设备要求如下： 

名  称 规  格 数  量 要  求 

计算机 

1.酷睿 I3 双核 3.0 以上 CPU ；4G 以上内存；100G
以上硬盘；千兆网卡。 
2.预装 Windows7 操作系统；预装 Internet Explorer8.0
以上浏览器和火狐浏览器；预装搜狗、全拼、简拼、微

软拼音等中文输入法和英文输入法；预装 Office2010。

1 台/每位

考生 

禁用 USB
等外插设

备接口 



 

 — 32 — 

附件 15 

 

航运经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船舶融资、船舶买卖、船舶租赁、船舶建造及航运英语

等相关知识，开展买卖船经纪、租船经纪、新造船经纪等各航运

经纪岗位工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以及有技能考

核需求的相关专业在校学生。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航运经纪         职业等级：初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执业资格入门 

1.能运用经纪人管理制度的相关内

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承办经纪业

务，从事经纪活动 
2.能运用法学基础知识和相关竞争

法律制度 

1.《经纪人管理办法》 
2.民法学原理、合同法

律制度 
15% 

（二） 
外语运用 

1.能运用英语与客户进行沟通交流

和商业谈判 
2.有基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熟知

英文商业合同内容，并能与客户进

行英文邮件往来 

1.航运专业口语知识 
2.英语写作知识 

20% 

（三） 
航运公共 
知识运用 

1.能运用贸易术语内容和国际贸易

惯例等，执行国际贸易基本流程 
2.能根据各船型船舶营运条件，制

定运输组织内容和计划调度安排等

1.国际贸易实务理论

知识 
2.船舶营运与管理基础 

30% 



 

 — 33 — 

能力名称：航运经纪         职业等级：初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航运专业知识

运用 

1.能沟通租家和船东，熟知租船合

同订立流程、各合同格式和内容（租

船经纪） 
2.能促成买卖船交易达成，解决买

卖双方纠纷，熟知二手船买卖交易

模式和合同格式等（买卖船经纪）

3.能联络沟通船厂与需求方，促成

新造船订单达成，熟知造船合同内

容和流程等（新造船经纪） 

1.租船合同内容 
2.船舶买卖实务与法律 
3.新造船合同相关知识 

35% 

 
能力名称：航运经纪         职业等级：高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执业资格入门 

1.经纪人执业资格考核与注册，掌

握经纪人权利义务内容 
2.能运用法学相关知识解决合同签

订、纠纷谈判等 

1.《经纪人管理办法》 
2.《上海市经纪人条

例》 
3.民法商法基础、合同

法律制度 

15% 

（二） 
外语运用 

1.能与客户进行英文商业谈判 
2.能起草英文商业合同条款，实现

英文邮件往来 
3.能深刻理解英文合同内容，避免

合同纠纷 

1.航运英语函电知识 
2.交流口语、英语写作

知识 
20% 

（三） 
航运专业知识

运用 

1.能根据港口作业流程和管理开展

港口代理工作 
2.能根据多式联运运输组织内容，

执行运输计划优化与经济分析 

1.港口代理、港口管理 
2.多式联运与物流相

关知识 
30% 

（四） 
航运拓展知识

运用 

1.能签订船舶保险与海上货物运输

保险流程、合同内容等 
2.能具备船舶融资主要途径与方

式、基础财务知识 

1.海上保险内容 
2.船舶融资知识 

3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1．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士持有效身份证或合法身份证明； 



 

 — 34 — 

2．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并在航运经纪或相关公司工作、

实习一年以上； 

3．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 64 学时； 

4．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在航运经纪公

司工作十年及以上或从事航运经纪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理论知

识考试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15；商业谈判实战模拟考核考

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初级：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实战模拟相结合，各占总评

成绩的 50%。理论知识采用试卷答题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实战模拟考核采取实际操作的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两者

均为 60 分以上为合格。 

高级：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实战模拟相结合，各占总评

成绩的 50%。理论知识采用试卷答题方式，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

实战模拟考核采用实际操作的方式，考核时间为 90 分钟，两者

均为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要求 80 平方米以上，并且有必备的设施设备

及相应的道具、采光、照明、安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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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家庭教育学、教育学、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

遵循家庭教育指导原则，向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提高家

长家庭教育水平，改善家庭教育环境，帮助儿童健康成长的执业

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家庭教育指导         职业等级：初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指导服务准备 

1.能对指导服务群体及家长个人的

家庭教育有关情况进行搜集、分析、

整理 
2.能判断评估指导服务对象的特

点、问题和需求 
3.能针对指导服务任务要求和不同

的对象，确定指导服务目标 

1.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性质与方式 
2.家长和儿童的权利

与义务 
3.儿童发展规律与各

年龄段特点 
4.家庭教育观念 
5.指导服务对象及家

庭教育状况分析评估

方法 
6.家庭教育指导职业

道德修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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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家庭教育指导         职业等级：初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二） 
群体指导服务 

1.能根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任
务要求，编制教案或活动策划方案
2.能采用家长喜闻乐见行之有效的
指导服务形式 
3.能发挥家长的主体作用，有效引
导家长参与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4.能有效组织控制活动过程，实现
预期目标 

1.家庭教育指导目标
与任务 
2.家庭教育指导原则
与基本内容 
3.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形式 
4.家庭教育课堂教学 
5.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计划实施 

40% 

（三） 
个案咨询指导 

1.能尊重和理解家长，倾听理解家
长的诉求，与家长进行沟通与互动
合作 
2.能观察判断家长的需求和存在的
问题，准确分析家长的行为并对家
庭教育情况给予评估 
3.能因人而异从实际出发，及时给
予家长指导建议 
4.能跟踪指导服务，与家长共同解
决家庭教育中的问题 

1.家庭伦理知识 
2.家长的家庭教育行
为分析 
3.家庭教育问题干预
原则与方法 
4.亲子关系协调 
5.人际沟通原则与技巧 

30% 

 

能力名称：家庭教育指导         职业等级：高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指导服务调研 

1.能根据工作需要，对家长和家庭
教育状况组织调查分析 
2.能针对本地区的家庭教育状况提
出改进创新思路 
3.能按照本地区家庭教育实际，编
制家庭教育指导规划 

1.调查研究方式方法 
2.调查问卷设计原理 
3.统计数据搜集分析
方法 
4.我国有关家庭教育
法律法规 

25% 

（二） 
群体指导服务 

1.能根据当地家长家庭教育状况和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目标要求，制订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计划 
2.能根据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计
划要求，设计合适的指导服务内容
与形式 
3.能担任需要多部门、多人员合作
完成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策划、
组织、协调工作 
4.能设计开发家长学校课程 

1.家庭教育指导活动
设计策划 
2.家庭教育指导课程
设计 
3.参与式教学方式方法 
4.案例指导方法 
5.家庭教育指导工作
的组织管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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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家庭教育指导         职业等级：高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三） 
个案咨询指导 

1.能运用科学测评分析方式，对求

助者家庭教育状况进行分析评估 
2.能面对家庭教育中的突发事故和

危急情况，提供危机干预建议 
3.能对疑难个案进行剖析，与家长

共同制订有效的解决方案 

1.困难儿童原因分析

及家庭帮助 
2.家长的家庭教育行

为分析与指导 
3.家庭教育问题危机

介入方法 
4.儿童行为问题矫正 

25% 

（四） 
考核评估与 
指导培训 

1.能对家庭教育指导者提供业务指导

2.能对家庭教育指导者进行业务考评

3.能针对家庭教育指导者的考评情

况，制订和实施业务培训计划 

1.家庭教育学基本知识 
2.教育管理学基本知识 
3.培训评估方案设计 
4.培训评估的技术与

工具 
5.专业水平与业务工

作考评方法 

2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申报初级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资格，需有社会学、教

育学或心理学等家庭教育相关专业学习经历或两年以上家庭教

育指导相关实际工作经验，经本职业初级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并

取得结业证书。 

申报高级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资格，须取得初级家庭

教育指导专项职业能力资格两年以上，或有家庭教育相关专业学

习经历并具有五年以上家庭教育指导相关实际工作经验，经本职

业高级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考

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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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闭卷考试，考试内容为家庭教育指导基本理论

和实务操作两门。 

考试时间均为 100 分钟，满分 100 分，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闭卷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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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缙云烧饼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缙云烧饼制作设备、工具和原料，运用传统成型技术和

陶制炉心烤制技法，进行烧饼成品制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缙云烧饼制作         职业领域：中式面点师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烤制准备 

1.能检查烧饼制作工具是否完备 
2.能进行烧饼制作工具及操作台等

卫生清洁和消毒工作 
3.能按照产品要求选择原料和辅料

4.能配比原辅料 

1.环境（个人）卫生

知识 
2.原料知识 
3.营养知识 

10% 

（二） 
调制面团 

1.能调制水调面坯和面娘面坯 
2.能根据生产任务量，计算组成原

料的加水量和水温 
3.能用和、拌、揉、压等方法调制

面团 
4.能判断发酵面团质量，分析质量

问题的原因并及时处理 

1.原料的质量鉴别知识 
2.原料比例换算方法 
3.每种原料在面团中

的作用 
4.调制面团的基本知

识和方法 
5.安全、卫生知识 

25% 

（三） 
馅料制作 

1.能将鲜肉按要求进行分档取料，

切成肉粒 
2.能将菜干切成细末 
3.能按照配方选用调味料 
4.根据需求确定瘦肉、肥肉、菜干

的搭配比例，调制生肉馅 
5.能正确鉴定馅心的色泽、口味、质

感，分析质量问题的原因并及时处理

1.馅料的配比知识 
2.馅料的制作知识 
3.馅料的保存知识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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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缙云烧饼制作         职业领域：中式面点师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饼坯制作 

1.能制作各类面坯 
2.能根据面坯大小填入适量的馅料

3.通过搓、摘、捏、擀等手法制作

圆饼坯 

1.坯、馅比例知识 
2.各种成型手法的要

点及要求 
25% 

（五） 
烧饼烤制 

1.能控制烤制的温度、时间 
2.能控制烤贴、起饼等加料程序 

1.炉具使用知识 
2.烤的基本方法及要

求，烤制过程异常情

况解决 

2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有一定烧饼制作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每个

考评组配备 2～3 名考评员进行考核、打分。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4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技能操作考核场所要求烧饼桶及炊具，卫生、安全符合国家

规定标准，面点制作操作间符合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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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快递客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快递企业客服系统，依据快递服务的标准和规范，对客

户的需求进行甄别和处理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该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以及有技能考

核需求的相关专业学生。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客户受理 

1.能应用客户服务系统采集客户信

息并录入 
2.能对客户基础信息进行更新和维护

1.客户受理知识 
2.计算机操作基本知识 

20% 

（二） 
咨询查询 

1.能运用客户服务系统为顾客提供

业务查询，解答咨询 
2.能根据客户服务渠道为客户提供

不同的业务服务 

1.快递服务业务类别

知识 
2.快递服务知识 

30% 

（三） 
接单作业 

1.能根据客户的信息判定客户快递

的寄送类别 
2.能根据接单信息为客户提供资

费、时限、揽收方式、承诺的信息

服务 
3.能收集接单货物的信息并录入系统

1.快递业务流程知识 
2.快递服务标准知识 

30% 

（四） 
投诉处理 

1.能判断客户投诉问题的类别并提

供解决方案 
2.能收集客户投诉信息并进行投诉

分类 

快递客户投诉处理知

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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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完成 40 课时的快递服务业理论知识培

训，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快递行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每个考

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用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1．理论考试时间为 90 分钟的机考或卷面考。 

2．技能操作考核采取 10 分钟的设备操作考试。 

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1．场地要求： 

（1）理论教学教室：满足理论教学要求的标准教室（配多

媒体设备）。 

（2）操作场地：1000 平方米以上仓库及基本设备设施条件，

配电脑和局域网等。 

2．设备要求： 

（1）实操设备：手持终端、打印机、电脑终端（安装 WMS）

等若干； 

（2）必需的工具、耗材：运单、模拟商品、周转箱、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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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等； 

（3）软件配置：安装快递（仓储）管理系统。 

3．环境要求： 

人均面积应保证安全性、舒适度，照明条件完备。根据操作

项目要求应具备水、电通风条件，确保安全操作。 

 

 

 

 

 

 



 

 — 44 — 

附件 19 

 

内燃机调试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使用试验设备及手动、气动、电动工具、辅具进行内燃机总

成的试验、检测与调试的能力。 

二、适合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识读识图工艺

文件 

1.能读懂简单图纸 
2.能读懂简单工艺规程 
3.能读懂调试及试验大纲 

1.机械制图基本知识 
2.工艺规程制订基本

知识 
3.调试和试验大纲编

制基本知识 

5% 

（二） 
调试准备 

1.能完成内燃机和测功机、试验控

制台和测控系统的准备 
2.内燃机装夹与测试系统的联接 
3.内燃机燃油、润滑油、冷却液的

检测 
4.识别内燃机基本型号及规格 
5.识别内燃机常见材料 

1.测功机准备的知识 
2.测控系统的使用方法 
3.内燃机与测功机的

联接方法 
4.内燃机燃油，润滑油，

及冷却水准备知识 
5.内燃机基本型号及

规格 
6.内燃机结构总成及

装配基础 
7.内燃机常用材料、燃

油及润滑油的规格及

用途 

15% 

（三） 
设备维护保养 

1.能进行测功机检查、润滑、紧固、

清理等日常保养工作 
2.能判断常用仪表的工作状态 

1.测功机的日常保养

内容及要求 
2.常用仪表知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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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运行 

1.检查内燃机外观 
2.检查内燃机试运转 
3.磨合内燃机 

1.内燃机检查工艺要

求和检查方法 
2.内燃机试运转技术

要求和方法 
3.内燃机磨合技术要

求、方法和相关规定 

20% 

（五） 
调整与测试 

1.能调整内燃机进排气门间隙 
2.能调整内燃机怠速 
3.能调整内燃机总功率 
4.能测试内燃机功率 
5.能读内燃机转速和扭矩数值 
6.能进行内燃机起动性能测试 

1.内燃机进排气门间

隙调整方法 
2.内燃机怠速的调整

方法 
3.内燃机总功率的调

整方法 
4.内燃机功率测试方法 
5.内燃机起动性能测

试方法 

30% 

（六） 
故障诊断与 

排除 

1.能对内燃机漏水、漏油、漏气及

外观缺陷进行检验 
2.能诊断和排除内燃机过热、机油

压力异常、转速不稳、怠速过高过

低等简单故障 

1.内燃机常见外观缺

陷、三漏的检验方法 
2.内燃机简单故障的

诊断与排除方法 

20% 

（七） 
数据处理 

1.能记录内燃机功率、扭矩、转速

等试验结果 
2.能描述内燃机试验现象 

1.内燃机试验结果记

录的要求 
2.内燃机试验现象描

述的要求 

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20，且每个考场不

少于 2 名考评人员；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 1∶5，

且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内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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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调试等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技能操作考核采取内燃机调

试实际操作过程和整机技术要求的考评。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具有相应内

燃机试车台架考核设施和必要仪器仪表、工具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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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内燃机装配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试验设备及手动、气动、电动工具、辅具进行内燃机总

成的安装及调整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识读识图工艺

文件 

1.能读懂图纸 
2.能读懂工艺规程 

1.机械制图基本知识 
2.工艺规程制订基本
知识 

10% 

（二） 
发动机基本 

知识 

1.能进行内燃机燃油、润滑油、冷
却液的检测 
2.能识别内燃机基本型号及规格 
3.能识别内燃机常见材料 

1.内燃机燃油、润滑油、
冷却液的检测方法 
2.内燃机基本型号及
规格 
3.内燃机常见材料及
热处理 

20% 

（三） 
发动机分解 

1.单缸、二缸、四缸、六缸发动机
分解 
2.发动机水泵的分解 

1.内燃机结构和原理
的基础知识 
2.机器装配基本知识 
3.单缸、二缸、四缸、
六缸发动机分解方法 
4.发动机水泵的分解
方法 

20% 

（四） 
发动机基本 
维修技术 

1.汽油机汽缸异常磨损诊断 
2.发动机连杆铜套的铰削 
3.发动机连杆轴承的刮削 
4.确定曲轴连杆轴颈的修理尺寸和
级别 
5.能够开展柴油机机体的焊补 

1.汽油机汽缸异常磨
损诊断 
2.装配钳工基本知识 
a.发动机连杆铜套的
铰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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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发动机基本 
维修技术 

1.汽油机汽缸异常磨损诊断 
2.发动机连杆铜套的铰削 
3.发动机连杆轴承的刮削 
4.确定曲轴连杆轴颈的修理尺寸和

级别 
5.能够开展柴油机机体的焊补 

b.发动机连杆轴承的

刮削 
c.柴油机机体的焊补

技术 
3.确定曲轴连杆轴颈

的修理尺寸和级别的

依据及方法 

30% 

（五） 
工艺编制 

1.编制汽缸体修复工艺卡 
2.编制汽缸盖修复工艺卡 
3.编制曲轴修复工艺卡 

1.汽缸体修复工艺卡

编制 
2.汽缸盖修复工艺卡

编制 
3.曲轴修复工艺卡编制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理论知识考试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20，且每个考场不

少于 2 名考评人员；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配比为 1∶5，

且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内燃

机装配等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技能操作考核采取内燃机装

配实际操作过程和整机技术要求的考评。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具有相应内

燃机装配的场所进行。 



 

 — 49 — 

附件 21 

 

气糕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对开化气糕制作的米浸制浆、发酵、选料配馅、蒸笼上浆、

出笼切块，及对食用材料的准备，培养基质的制作，器具卫生消

毒等职业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的求职、创业、就业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原料选配 

1.开化气糕制作的原料主要有籼
米、水、酵种及馅料 
2.大米一般选择早籼米。水以山泉
为上，井水次之，也可用纯净水 
3.酵种根据制作者个人的配方，可
选择米酒娘、老浆等 
4.馅料则完全根据口味选择并配制

1.大米的选择相关知识 
2.酵母种类的使用方法 
3.馅料的制作知识 

7% 

（二） 
浸米制浆 

1.把籼米淘洗干净，浸泡于一个大
木桶里 
2.浸泡时间要视当天的节气、温度
决定，一般在 6-8 个小时左右 
3.浸好的大米与酵种，可用手工石
磨或机械碾制成米浆，在碾制过程
中要把握好米浆的浓稀程度 

1.大米选择基本知识 
2.手推磨使用方法 
3.机磨的机械构造和
使用方法 

15% 

（三） 
点浆发酵 

1.用选择好的发酵材料点入米浆内
发酵 
2.发酵前用手工或机械打浆，直到
浆不粘手，才可放置发酵 
3.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和气温不
同，约 2-10 小时左右。在发酵过程
中要观察米浆，检查发酵程度 

1.季节、气温知识 
2.发酵糟的使用方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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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馅料配置 

1.根据口味的不同配制不同的气糕

馅料 
2.一般用虾米、肉丝﹑黑木耳﹑豇

豆干﹑香干丝等为主料，再辅以辣

椒﹑香料、料酒﹑酱油﹑盐﹑味精

等调味品 
3.主料、辅料按一定比例配制，配

馅传统用腌制生料，现在也用炒制

熟料 

1.馅料的选配知识 
2.烹饪配料的选用常

用知识 
18% 

（五） 
上浆蒸制 

1.在竹制或不锈钢制的蒸笼上铺上

一层浸湿的白棉布巾 
2.大勺舀上适量发酵好的米浆上

笼，双手摇摆蒸笼，使米浆均匀摊

平，米浆量控制在蒸熟后的气糕厚

度约 1.2 厘米左右 
3.接着撒上配好的馅料，上锅蒸制

1.制作用具的方法 
2.水温和火力大小调节 
3.蒸制的时间 

15% 

（六） 
出笼切块 

1.气糕蒸上十分钟左右就熟了 
2.将蒸笼端出锅，根据不同的口味

需求均匀刷上香油、撒上香料 
3.再用一块比蒸笼略大的砧板盖住

蒸笼，迅速翻面，将气糕倒置在砧

板上 
4.取下蒸笼和布巾，用刀切成若干

菱形小块，便可食用 

1.工具使用知识 
2.用具使用的安全常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

书。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一年以上。 

（二）考评员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食品专业知识及实际工作经验，每个考

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理论知识考试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15；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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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理论知识采用试卷答题（30%），技能操作考核采用实际操

作考（70%）。理论考核 60 分钟，技能操作考核 60 分钟。考试

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里进行。技能操作考核在食品制作

加工场所进行，设备设施齐全，场地符合安全、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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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饰品制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能运用不同的工具，将不同产品样板进行排版制模作业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一定饰品行业制模技能的人员均可。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饰品制模基本

知识 

1.能检验样版的完整性（4 分） 
2.能检验样版的功能性（4 分） 
3.能检验产品的合台性（6 分） 
4.能使用工具测量样版的规格与要
求（3 分） 
5.能检验样版的线条深浅与光面（3
分） 

1.饰品类型相关知识 
2.饰品产品质量检验
标准相关知识 
3.饰品工艺相关知识 

20% 

（二） 
饰品制模工艺

流程 

1.选择合适的 A、B 胶模，大小有 8
寸-9 寸与产品匹配（5 分） 
2.排列种子<子板>水口位置按 Z 字
型、直线型、7 字型等（5 分） 
3.使用工具进行轮廓进行修模成型
将子版与之无缝吻合用B胶盖合（5
分） 
4.使用压模机造胶膜框 100°-150°，
时间选择 45 分钟-60 分钟，用千斤
顶压牢（5 分） 
5.压模机完成后温度降至 100°-80°
时使用工具取模（5 分） 
6.取模后进行水口位置勾画（5 分）
7.排气：将胶模使用排气针，合理
位置排气（5 分） 
8.试模：在进行 6-7 方法直到试模
合格 100%（5 分） 

1.产品位置与模具尺
寸的识别方法 
2.压模工具的使用方法 
3.胶模与对应产品的
相关经验 
4.压模方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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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三） 
产品质量要求 

1.完全批封合模率高，边角轮廓不

允许出现批封（4 分） 
2.成品光面不能有穿孔 0.001MM（4
分） 
3.不起模<厚度>模具起模率不低于

98%（4 分） 
4.易折断，因开水口大小（4 分） 
5.上下左右均匀对称，美观（4 分）

1.模框选择相关经验 
2.压模机的使用知识 
3.千斤顶的使用方法 

20% 

（四） 
饰品制模的 
制作效率 

1.单位时间内制作产品的工作效率

（10 分） 
2.产品制作过程中合格率（10 分）

1.模具分离相关知识 
2.水口进料的相关知

识与工具的运用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一定饰品行业压模技能的人员均可。 

（二）考评员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压模经验（制模 10 年以上），并对下道

工序翻砂充分了解，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用实际操作考核。按操作压模完整步骤，检版 5

分钟、压模时间 20 分钟、煮模 1 至 2 小时、开模 20 分钟。考核

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每位考生独立台面，有压模机房，有相应的制作工具，照明、

安全等设施应符合作业规范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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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水晶玻璃刻面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水晶玻璃刻面是指能对不同形状的水晶玻璃材料，通过运用

各种工具打磨、抛光等工艺进行操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技能求职、就业人员。 

三、考核内容 

职业等级：初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安全文明生产 

1.能够规范操作水、电、气 
2.了解设备操作规范 
3.工作现场要求做到整洁 

1.职业道德 
2.安全生产知识 
3.5S 管理初级知识 

10% 

（二） 
区分各种材料

及辅材 

1.能区分各种水晶玻璃材料和材料

的特性 
2.能区分各种辅材和辅材的性质用途

1.水晶玻璃的分类与

材料知识 
2.水晶打磨辅材的认

识，使用方法 

15% 

（三） 
水晶玻璃材料

工艺流程安排 

1.能对水晶玻璃材料进行构思定型

确定工艺流程 
2.能够测算工艺制作误差及制作时间

1.作品造型的构思 
2.相关磨盘的搭配及

辅材选择知识 
15% 

（四） 
打磨 

1.能够使用各种磨盘磨材进行打坯

2.能使用不同规格磨盘磨材进行细

磨修正 
3.能够进行各种棱角线处理 

1.各种磨盘的使用方法 
2.手势坐姿以及力度

掌握知识 
3.水晶玻璃料性及用途 

30% 

（五） 
抛光 

1.能够使用抛光材料进行抛光 
2.能够检查抛光面是否合格 

1.抛光材料使用方法 
2.抛光粉知识 

20% 

（六） 
修复 

1.能够区分水晶玻璃品质标准 
2.能够区分瑕疵及产生原因 
3.能够修复水晶玻璃瑕疵 

1.水晶玻璃行业标准

知识 
2.修复工具及修复方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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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等级：高级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安全文明生产 

1.能够进行安全生产规划 
2.能够明确职业道德规范 
3.爱护设备 
4.能够规范操作水、电、气 
5.了解设备操作规范 
6.工作现场要求做到整洁 

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10% 

（二） 
区分各种材料

及辅材 

1.能区分高、中、低档次的材质 
2.能够开发使用辅助工具 
3.能够合理调配电机功率转速 

1.材料学，光学 
2.机械设备管理和应用 

20% 

（三） 
水晶玻璃材料

工艺流程安排 

1.能够计划优质产品的生产流程 
2.能够应用 CAD 软件绘制图纸 

1.品质管理流程 
2.CAD 软件操作知识 

10% 

（四） 
打磨 

1.能够使用过砂磨盘进行粗细磨 
2.能够使用大磨机进行大工件打磨

3.能够准确控制误差尺寸精度 
4.能够做到整体外观规整协调 

1.过砂磨盘设备及操

作规范 
2.过砂工艺流程 

30% 

（五） 
抛光 

1.能够使用各种抛光材质（含：布、

毡、抛光盘）进行抛光 
2.能够判断使用何种辅材可以达到

最佳抛光效果 
3.能够判断抛光平整度，光洁度 

1.水晶相关流程及材料 
2.检测流程及检测设备 

10% 

（六） 
修复 

1.能够控制产品打磨结果 
2.能够判断产品是否具有可修复性

及再次利用 
3.保持极低的返工修复率 
4.控制棱线角度和尺寸，及整体外

观协调性 

1.水晶修复流程及知识 
2.易碎品运输知识 

2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初级：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 40 标准学时数。 

高级：1．取得初级专项能力证书，并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专业培训达 60 标准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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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专业培训达

40 标准学时数。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水

晶玻璃刻面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技术能力。理论知识考试考评

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15；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初级：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结合。理论知识

考核采用面谈答题方式，考核相关基础知识，考试时间为 10 分

钟。技能操作考试采取实际操作的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两者均为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高级：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结合。理论知识

采用面试方式，考核综合应变能力以及职业道德，考试时间为

10 分钟。技能操作考核采用实际操作的方式，考核时间为 90 分

钟。两者均为 60 分以上者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每位考生面积 6m2以上，有相应的设备及工具，原材料、采

光、照明、安全等设施应符合作业规范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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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网页美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主流网页美工软件，根据需求进行网页图片素材选取、

美化、合成、模板编辑、切片以及文字美化与网页布局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以及相关专业

的在校学生。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网页美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网页图片素材

选取 

1.能判断图片素材的优劣性（5 分）

2.能根据需求合理合法选取与主题

相关的图片素材（10 分） 

1.合法运用图片素材、

字体的广告法、版权

知识 
2.美术透视、色彩、构

图的基础知识 
3.网页图像的基础知识 

15% 

（二） 
图片素材美化 

1.能根据需求对图片素材进行抠图

处理（5 分） 
2.能根据需求调节图片素材的明暗

度和色彩（10 分） 
3.能根据需求对图片素材瑕疵进行

修补（5 分） 
4.能根据需求改变图片素材的尺寸

（2 分） 
5.能根据需求为图片素材添加相应

水印（3 分） 

1.网页图像色彩设计

的相关知识 
2.Photoshop 图像处理

的基础知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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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网页美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三） 
图片合成 

1.能根据主题合理选取合成素材（5
分） 
2.能根据各素材的尺寸、亮度、色

彩、立面效果等完成素材图片的合

理摆放（15 分） 

1.素材合成的规范和

合理性相关知识 
2.Photoshop 图像合成

相关的知识 

20% 

（四） 
网页字体设计 

1.能根据主题选择字体和相应文案

素材（4 分） 
2.能根据需求在网页中设计文字的

表现效果（6 分） 
3.能根据需求结合图片素材对文字

进行排版美化处理（10 分） 

1.字体选用的知识 
2.图片添加文案符合

广告法的知识 
3.图片中字体设计和

排版的规范 
4.Photoshop 字符相关

的知识 

20% 

（五） 
网页模板使用 

1.能根据需求进行网页模板的选择

2.能根据需求使用模板制作相关网

页内容和图片（5 分） 
3.能根据需求制作修改模板中相应

图标、分割条、优惠券、各类边框

等（5 分） 

1.模板选择的相关规范 
2.Photoshop 形状工具

的知识 
3.Photoshop 选择工具

的知识 

10% 

（六） 
图片切片 

1.能够合理优化图片元素（3 分） 
2.能够根据需求对完成的页面图片

进行切片优化（3 分） 
3.能够通过切片重新布局网页（4
分） 

1.网页图像优化的相

关知识 
2. Photoshop 切片处理

的相关知识 
3.Dreamweaver操作的

基础知识 
4.Html应用的基础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网页美工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验；每

个考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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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操作考核采取实际操作考核，技能操作考核时间为 150

分钟。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8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

扰，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提供计算机，采用独立网络

环境，不连接 INTERNET，禁止外部计算机接入。屏蔽现场使

用的电脑 USB 接口。 

计算机性能与软件要求： 酷睿 I3 双核 3.0 以上 CPU ；4G

以上内存；100G 以上硬盘；千兆网卡。预装 Windows7 操作系

统；预装 Internet Explorer8.0 以上浏览器和火狐浏览器；预装搜

狗、全拼、简拼、微软拼音等中文输入法和英文输入法；预装

Office2010。预装 Dreamweaver CS5 和 Adobe Photoshop CS5 以

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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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西砚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能运用不同类型及形状的石料，进行设计、雕刻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料 

1.能了解石坯的形状、质地、石品
种类、纹理走向等 
2.能使用砌石机切割石筋、隔、裂
缝及多余棱角 

产石设备及相关流程
和理论 

10% 

（二） 
构思 

1.能因材施艺，利用天然形状、质
地、颜色、纹理进行构图布局 
2.能用记号笔在石坯上大致勾画出
轮廓和图形位置 

白描功底及构思能力 30% 

（三） 
出坯 

1.能对构思好的坯形进行剔凿，切
割轮廓线外多余部分，空出砚池、
砚堂，使砚基本成型 
2.能用笔在初成型的砚坯上进行二
次勾勒，勾画出符合设计意图的图
样来 

1.铲、凿及砌石设备知
识与原理 
2.设备使用流程及维
护原理 

10% 

（四） 
雕刻 

1.能在雕刻过程中，由整体到局部，
由简单到复杂，大胆细心，落刀稳
准，力度和速度适宜 
2.能在粗刻完成的基础上，进行更
为精细加工、修整 

1.突出砚台设计理念 
2.砚台要层次分明，线
条流畅 

20% 

（五） 
打磨 

1.能够使用不同型号的油石打磨，
先内后外，使砚面平整匀顺 
2.能使用不同型号的砂纸进行打
磨，先粗后细，使砚石顺滑、光洁、
柔和、细腻 

1.不同型号油石的使
用方法 
2.不同型号砂纸的使
用方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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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六） 
上蜡 

1.能理解用何种腊上光及打蜡的作用

2.能用毛刷蘸少许油蜡涂抹全砚，

能用软布揩拭均匀 

打蜡流程及砚台的保

养常识 
5% 

（七） 
包装 

1.能够根据砚的形状大小，量体裁

衣，不可过紧或过松 
2.能够根据砚台的种类及形状，制

作不同的木盒及锦盒 

砚台的选材和设计制

作 
1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200 课时）。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西

砚雕刻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初级职称。理论知识考试考评员与

考生的比例为 1∶15；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结合。理论知识采用试

卷答题，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技能操作考试采取实际操作的方

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两者均为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上，能同时满足 5 位以上考生

考核作业需求。为每位考生提供相应的设备工具、原材料。考场

干净整洁，采光、照明、通风、安全等设施应符合作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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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 

 

油品储运调合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按工艺操作规程的要求，使用油品储运设备设施在油库进行

油品收发、储存、输转操作并保证油品数质量安全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以及有技能考

核需求的相关专业学生。 

三、考核内容 

能力名称：巡回检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巡回检查 

1.能认识到岗位存在的机械伤害、

电气伤害、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环境污染等作业风险，具有一定的

风险辨识能力 
2.能够采取措施对岗位操作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控制和消除 
3.能按规定进行巡回检查 
4.能够在巡检中发现存在的隐患并

进行描述 

1.岗位风险分析方法 
2.岗位安全生产知识 
3.岗位说明书 
4.《风险辨识、评价与

控制手册》 
5.《巡回检查管理办

法》 
6.油库工艺、设备基础

知识 
7.事故、隐患管理制度 

25% 

（二） 
设备维保 

1.能进行设备、管线外表清洁 
2.能添加和更换阀门、机泵的润滑

油、润滑脂 
3.能紧固法兰、维修更换阀门密封

填料等设备 
4.能更换压力、温度仪表 

1.机泵润滑管理规定 
2. 设备常用润滑油

（脂）的规格、品种

及使用规定 
3.岗位设备设施完好

标准 
4.TnPM 管理机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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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巡回检查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二） 
设备维保 

1.能进行设备、管线外表清洁 
2.能添加和更换阀门、机泵的润滑
油、润滑脂 
3.能紧固法兰、维修更换阀门密封
填料等设备 
4.能更换压力、温度仪表 

5.常用维修工具型号、
规格 
6.常见的机械密封形
式与要求 

25% 

（三） 
故障处理 

1.能判断和消除机泵常见故障 
2.能判断和消除仪表常见故障 
3.能判断和消除钢带表失灵等异常
状态 

1.设备常见故障的判
断及修复 
2.仪器仪表常见故障
的判断及修复 

25% 

（四） 
应急处置 

1.能使用消防器材扑灭初起火灾 
2.能正确使用劳保用品 
3.能使用应急救援器材进行自救互
救和进行简单的急救处理 
4.能处理一般的跑、冒、滴、漏事故
5.能根据事故状态按指令完成紧急
停车 

1.岗位消防器材型号、
工作原理及用途 
2.劳保用品使用管理
规定 
3.现场急救常识 
4.岗位溢油、火灾、中
毒等应急处置内容 
5.紧急停车的方法 

25% 

 

能力名称：工艺操作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装卸油作业 

1.能利用罐区、泵房工艺流程图完
成油品输转等作业 
2.能绘出罐区收发油工艺流程图 
3.能使用油品移动管理系统进行业
务订单操作 
4.能按指令完成装卸油、倒罐、过
驳、管输操作 
5.能完成油罐的调合操作 
6.能按指令完成油罐的切换操作 
7.能操作输油臂、鹤管和软管并紧
固连接部位 
8.能对输油臂、鹤管进行日常保养

1.工艺流程图的基本
标识、图例、绘图方
法及识图方法 
2.《作业计划书》、工
艺流程图 
3.岗位操作法、工艺技
术规程 
4.油罐、设备技术参数 
5.油品调合标准及有
关规定 
6.油罐内存油量对调
合作业的影响 
7.油罐的罐底量和最
大发油量有关规定 
8.油品移动管理办法 
9.输油臂、鹤管、软管
操作法、工艺技术规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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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工艺操作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二） 
司泵 

1.能启停和调节输油泵 
2.能对机泵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1.输油泵的分类和工

作原理、型号、结构、

用途、操作要点及注

意事项 
2.输油泵操作维护规程 
3.输油泵的结构原理

及用途 

20% 

（三） 
阀门操作 

能正确操作手动、电动、气动和液

动阀门 

1.阀门的分类和工作

原理、型号、结构、

用途、操作要点及注

意事项 
2.阀门操作维护规程 

20% 

（四） 
辅助系统操作 

1.能完成油罐的人工脱水操作 
2.能完成储罐加热、管线伴热及泄

压操作 
3.能使用和简单维护液位、压力和

温度报警联锁装置 
4.能连接防溢油及静电消除装置 

1.储罐脱水操作步骤

及操作要点 
2.储罐、管线加热方

式、加热及保温要求 
3.液位、压力和温度报

警联锁装置工作原理

及用途 
4.静电产生原理、危害

及消除的方法 
5.流量计的工作原理

及用途 

30% 

 

能力名称：计量检尺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工器具准备 

1.能正确使用量油尺、采样器、温

度计、密度计等计量工器具 
2.能识别计量检尺作业中可能存在

的作业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 
3.能正确穿戴劳保用品并消除人体

静电 

1.计量工器具基本知识 
2.《风险辨识、评价与

控制手册》 
3.劳保用品使用管理

规定 

35% 

（二） 
计量检尺 

1.能正确操作计量工器具进行油品

采样、测温 
2.能正确使用量油尺进行检尺作业

1.《石油和液体石油产

品液位测量法（手工

法）》GB/T 1389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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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计量检尺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二） 
计量检尺 

1.能正确操作计量工器具进行油品

采样、测温 
2.能正确使用量油尺进行检尺作业

2.《石油和液体石油产

品温度测量（手工

法）》GB/T 8927 
3.《石油液体手工取样

法》GB/T 4756 
4.《原油和液体石油产

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

（密度计法）》GB/T 
1884 
5.《原油水含量测定法

（蒸馏法）》GB/T 8929 
6.《石油产品水分测定

法》GB/T 260 
7.《石油计量表》GB/T 
1885 
8.《石油和液体石油产

品油量计算 -静态计

量》GB/T 19779 
9.《散装液态石油产品

损耗》GB 11085 
10.计量采样工器具使

用要求 

40% 

（三） 
算量 

1.能使用容积表计算储罐的储量 
2.能计算油品交库量 
3.能使用槽车/油舱容积表计算槽车

/油舱的容积，并能计算槽车/油轮

油品充装量 

1.容积表查表方法 
2.油品交库量计算方法 
3.槽车/油舱容积、油

品充装量计算方法 

25% 

 

能力名称：油气回收装置操作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运行前准备 

1.能够对装置操作过程中的风险进

行辨识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2.能够对动设备、静设备及阀门、

仪器仪表进行检查，保证其处于正

确的状态 
3.能够正确操作相关工艺阀门，打

通工艺流程 

1.油气回收装置原理

及结构 
2.油气回收装置 SCL、
JHA 表和应急处置程

序 
3.油气回收装置操作

法、工艺技术规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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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名称：油气回收装置操作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二） 
开车及运行中

检查 

1.能够使用自控系统开启油气回收

装置或现场启动油气回收装置 
2.能够按照要求对装置运行状态进

行定时检查，记录运行状态 
3.能够及时发现装置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并及时汇报 

1.油气回收装置操作法 
2.巡回检查管理办法 
3.油气回收装置常见

故障及对策 

35% 

（三） 
停车与紧急 

停车 

1.能够正确进行装置停车操作 
2.能够做好相关运行台账记录 
3.能够在突发应急情况下使用紧急

停车装置进行紧急停车并做好应对

措施 

1.油气回收装置操作

法 
2.巡回检查管理办法 
3.油气回收装置现场

应急处置方案 

30% 

 

能力名称：油污水处理装置操作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运行前检查 

1.能够对装置操作过程中的风险进

行辨识并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2.能够对动设备、静设备及阀门、

仪器仪表进行检查，保证其处于正

确的状态 
3.能够正确操作相关工艺阀门，打

通工艺流程 

1.油污水处理装置原

理及结构 
2. 油污水处理装置

SCL、JHA 表和应急

处置程序 
3.油污水处理装置操

作法、工艺技术规程 

35% 

（二） 
开车及运行中

检查 

1.能够使用自控系统开启油污水处

理装置或现场启动油污水处理装置

2.能够按照要求对装置运行状态进

行定时检查，记录运行状态 
3.能够及时发现装置运行中存在的

问题并及时汇报 

1.油污水处理装置操

作法 
2.巡回检查管理办法 
3.油污水处理装置常

见故障及对策 

35% 

（三） 
停车与紧急 

停车 

1.能够正确进行装置停车操作 
2.能够做好相关运行台账记录 
3.能够在突发应急情况下使用紧急

停车装置进行紧急停车并做好应对

措施 

1.油污水处理装置操

作法 
2.巡回检查管理办法 
3.油污水处理装置现

场应急处置方案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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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学习理解和表达能力，四肢灵活，动

作协调，听、嗅觉较灵敏，视力良好，具有分辨颜色的能力。具

有高中以上学历。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油品储运

专业背景或多年从事油品储运工作，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的业内人

士。理论知识考试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15；技能操作考核

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8。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参加该项技能培训总学时数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理论知识考

试以闭卷笔试方式进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以配套设备设施及工

器具实际使用评判，实行百分制，成绩均达到 60 分以上为合格。 

油品储运调合专项能力涉及的岗位、知识、技能等面较广，

宜分成巡回检查、工艺操作、计量检尺、油气回收装置操作、油

污水处理装置操作等 5 个子专项。根据申报人实际情况选择其中

1 至 5 个子专项进行考核。该项技能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试时

间均不少于 1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要求 80 平方米以上，并且有必备的对应专项

能力要求的实操设备及相应的工具、量具、采光、照明、安全等

设施。必要时需在油库现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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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转椅缝纫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转椅制造知识，依据转椅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对转椅

缝纫工艺的基本操作、品质鉴定及制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认识设备 

1.能够识别缝纫机的规格型号，缝

纫机针型号 
2.能够阐述缝纫机的工作原理及基

本故障排除 

1.缝纫设备的基本知识 
2.设备的工作原理 

10% 

（二） 
操作及维护 

1.缝纫机开机前，能够检查设备，

确认设备处于正常状态 
2.能安装机针、夹具、车缝线等基

本部件，能进行设备调节设置 
3.能按照缝纫机设备维护要求定期

进行清洁保养维护 

1.缝纫设备操作 
2.缝纫设备维护保养

和安全防护 
30% 

（三） 
产品 

品质要求 

1.能按照车缝要求缝制，平整、无皱

褶，车缝线要求线距、针脚间距均匀，

无浮线、跳针、扭曲、重针现象 
2.能按照拼块之间要求缝制，整齐、

左右对称 
3.能将拼接部位按要求修剪干净、

整洁，无毛边，线头 

 
1.缝纫的实际操作 
2.产品的品质要求知

识 
 

6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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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车

缝技术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初级职称。理论知识考试考评员与

考生的比例为 1∶15，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结合。理论知识采用试

卷答题或口试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技能操作考试采取实

际操作的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两者均为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要求 300 平方米以上，并且有必备的机械设备

及相应的材料、工具、照明、安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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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8 

 

转椅枪钉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转椅制造知识，依据转椅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对转椅

枪钉工艺的基本操作、品质鉴定及制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设备识别 

1.能阐述气钉枪的工作原理及规格

型号 
2.能区分气钉枪的使用部位及气钉

的型号匹配 

气钉枪知识 20% 

（二） 
枪钉操作 

1.枪钉的现场操作及工艺流程的识别

2.枪钉工作过程中安全要素的识别

及预防 

1.枪钉操作流程 
2.操作安全防护 

20% 

（三） 
产品品质要求 

1.能按照要求枪钉，枪钉间距分布

均匀、排列整齐，无浮钉、断钉现

象 
2.按照枪钉要求完毕后，软包件应

饱满、圆滑和光洁，不能有高低起

伏、露钉现象，角落不能有翘起、

卷边现象 
3.按照工艺要求成品完成后，左右

对称，无歪斜 
4.枪钉作业面部位干净，整洁 

1.枪钉操作技术 
2.产品品质要求知识 

6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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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经本职业初级专业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车

缝技术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初级职称。理论知识考试考评员与

考生的比例为 1∶15，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结合。理论知识采用试

卷答题或口试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技能操作考试采取实

际操作的方式，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两者均为 60 分以上为合格。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要求 300 平方米以上，并且有必备的机械设备

及相应的材料、工具、照明、安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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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货运代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网络设备、电子数据和运输信息，为客户提供咨询，实

施订舱、装箱、集港和报关、报检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客户咨询 

1.能根据货物订单需求提供运输线

路、方式、时间、价格等业务咨询

2.能运用电子数据获取运输信息，

答复客户有关货物运输的各种咨询

1.运输线路、方式、时

间和价格的相关知识 
2.电子数据处理的相

关知识 

25% 

（二） 
接单、订舱 

1.能根据货物订单签订货物运输委

托协议 
2.能根据货物属性组合配舱，缮制

订舱委托书并订舱 

1.签订货物运输委托

协议的相关知识 
2.组合配舱，缮制订舱

委托书的相关知识 
 

25% 

（三） 
装箱、集港 

1.能根据舱单联系客户、运输商、

港口相关人员制定装箱计划 
2.能根据集港运输计划安排车辆，

并确认货物抵达指定港区 

1.制定装箱计划的相

关知识 
2.运输计划相关知识 

15% 

（四） 
报关、报检 

1.能识读贸易单据 
2.能根据货物属性，运用报关、报

检系统收集、整理、录入需提交的

相关资料 

1.贸易单据的相关知识 
2.报关、报检的相关

知识 
3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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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货运代理

专业知识及 3 年以上实际操作经验，且有相关专业职业资格。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在机房进行考核，具备技能考核需要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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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0 

  

中药调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药筛、戥秤、冲钵、风选机、洗药机、干燥机等工具和

设备，在中药经营企业、中药材炮制加工等生产企业，从事中药

材、中药饮片鉴别、临方炮制和调剂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中药鉴别 

1.能识别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

及其他类的中药材 
2.能使用显微镜、化学试剂对中药

材进行识别和成份检测 

1.中药识别的相关知识 
2.中药检测的相关知识 

30% 

（二） 
临方炮制 

1.能使用鼓风机、筛子、竹匾等工

具清除中药材杂质 
2.能采用烫、刮、剪等方法去除非

药用部位 
3.能使用专用刀、粉碎机、冲钵、

碾钵、干燥箱、干燥器对中药饮片

进行切制、粉碎、干燥处理 
4.能使用专用锅及酒、醋、米、麸

等辅料对中药材采用炒、炙、煅、

蒸、煮、燀等方法进行临方炮制 

1.中药净制的相关知识 
2.中药切制、干燥粉碎

的相关知识 
3.临方炮制的相关知识 

40% 

（三） 
中药调剂 

1.能对中药处方用药禁忌、毒性药

物用量等进行审核 
2.能使用戥秤、电子秤、天平秤、

捣筒等对中药处方进行称量调配 
3.能将调配的中药进行包装、捆扎

1.审方的相关知识 
2.中药调配的相关知识 
3.中药包、捆扎的相关

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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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发药与用药 

介绍 

1.能根据取药凭证、数量进行核对

发药 
2.能介绍中药汤剂的煎煮和服用方法

3.能介绍中药的功效、主治及使用

注意事项 

1.中药发药的相关知识 
2.中药煎煮、服用方法

的相关知识 
3.中药的相关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相应的专

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8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技能操作考核场所应具备能满足考核需要的场地，以及实施

考核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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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餐厅服务管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在餐厅对就餐顾客提供服务和餐厅工作进行管理、协调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的餐饮主管（领班）以上的管理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岗前培训与 

安排 

1.能根据《餐厅服务员》培训教程

对服务员站姿、坐姿、走姿、仪容、

接待用语等进行培训 
2.能根据《餐厅服务员》操作规范

编写散客、宴会服务培训大纲 
3.能合理设置岗位，制定工作职责、

工作计划，编写服务流程 
4.能主持召开每日班前会，分析营

业状况、布置当日工作任务 

1.餐厅服务、外语相关

知识 
2.制作 PPT 相关技能 
3.卫生、安全相关知识 

10% 

（二） 
餐前摆台与 

管理 

1.能根据宴会设计要求和用餐人

数，检查和指导选用台面、餐椅、

台布、餐巾、餐具、酒具 
2.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托盘摆放餐

具、酒具 
3.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按顺序铺台

布、摆放鲜花台饰 
4.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折叠餐巾杯

花、餐巾盘花 

1.宴会、散客餐厅布置

相关知识 
2.摆台、托盘操作相关

知识 
3.折叠餐巾相关知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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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三） 
席间服务与 

管理 

1.能对菜肴口味，酒水、饮料品种，

当日菜肴供应质、量进行管理 
2.能根据斟酒礼仪，检查和指导服

务员从主宾位顺时针方向进行斟酒

3.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迎候客人，

拉椅入座、按需上菜，报菜名的现

场管理 
4.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使用叉、勺

分菜、扒菜，撤换餐具 

1.菜肴、酒水、饮品相

关知识 
2.开瓶、斟酒相关知识 
3.上菜、分菜、扒菜，

撤换餐具等相关服务

知识 

25% 

（四） 
宴会设计 

1.能根据宴会主题、顾客心理设计

实用、美观、便捷、礼仪、安全台

面 
2.能进行台面、台型、席位设计及

餐台插花 
3.能根据宴会性质、规模，制定工

作流程 

1.宴会设计、菜单设计

的相关知识 
2.台面、台型、席位设

计及餐台插花相关知

识 
3.制定工作流程相关

知识 

25% 

（五） 
餐后服务与 

管理 

1.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餐后核对账

单、结账、征询顾客意见、送客道别

2.能检查和指导服务员按照餐巾、酒

具、小件餐具、大件餐具顺序撤台 
3.能组织现场总结会，建立客史档

案，记录预定资料、菜单、服务人

员名单、营业收入及顾客反馈意见

1.宴会结束工作相关

知识 
2.撤台、清理现场相关

知识 
3.建立客史档案及处

理顾客投诉相关知识 

1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具备 3 年以上从事餐饮服务管理工作的

人员。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餐

厅服务和管理等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

评员与考生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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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要求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上，通风好，光线充足，

整洁无干扰，具有安全防火措施和齐全设备的酒店或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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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创业辅导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为创新创业人员提供企业注册和变更、项目申报和结题、运

营服务和辅导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的创业园、创业企业人员及相关工

作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企业注册、变更 

1.能撰写企业名称核准申请书、企

业设立申请书、公司章程、股东会

决议，企业名称、类型、股权、法

人、董监经、经营范围和地址变更

相关文书 
2.能运用工商全程电子化系统进行

企业注册 
3.能根据房产的性质审核用途和经

营范围 

1.公文撰写相关知识 
2.计算机操作相关知识 
3.房屋租赁相关知识 

40% 

（二） 
项目申报、结题 

1.能根据申报项目，收集和筛选相

关政策文件 
2.能根据筛选的政策文件，填写项

目申请书并辅导企业申报 
3.能根据项目结题报告申报产品的

知识产权和组织项目验收 

1.创业政策的相关知识 
2.项目申报书撰写相

关知识 
3.知识产权申报相关

知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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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三） 
运营服务、辅导 

1.能提供银行基本户开立、发票领

购、社保账户开立、公积金账户开

立流程操作 
2.能辅导制定员工招聘方案 
3.能辅导制定财务、融资规划方案

1.银行、财税、社保、

公积金事务办理相关

知识 
2.人力资源管理相关

知识 
3.税法常识、税收优惠

政策和融资管理相关

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具备创业管理相关工作经验。通过培训

完成所有课程学时。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创业指导

相关专业知识及创业咨询师职业资格或相关专业职业资格。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用电脑机考方式，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具有计算机网络系统等教学设备和软件的教室，配备安全防

火措施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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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物流配送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车辆、网络、电子数据等设备，对配送的货物进行分拣，

并制定送货路线，将货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及时送达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分拣货物 

1.能根据货物订单的地址，对货物

进行区域性分拣 
2.能按照货物的体积大小、货品性

质，以及发货人的需求进行分拣 

1.物流地理相关知识 
2.商品学知识 

15% 

（二） 
制定送货计划 

1.能运用手机等电子设备，与预约

收件人确认地址，做好接货准备 
2.能按货物的体积大小、重量、性

质，选择送货车辆 
3.能识读地图，规划各送货点的路线

1.物流信息化相关知识 
2.物流运输相关知识 
3.识图、配送相关知识 

35% 

（三） 
送货作业 

1.能根据货物体积的大小、重量、

性质的要求，进行装车 
2.能使用专用运输车辆，进行货物

的安全运送 
3.能使用普通话及礼貌用语，与收

货人沟通签收货物，并带回收货确

认单 

1.物流运输调度相关

知识 
2.车辆及车辆安全运

输的相关知识 
3.配送相关知识 

5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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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现

代物流仓储作业、配送作业、搬运工具的操作等专业知识及相关

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要求 50 平方米以上，并且有必备的设备及相

应的工具、量具、采光、照明、安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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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 

  

鱼丸制作（石浦）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烹调用具，采用传统手工工艺，制作成石浦地方特色鱼

丸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鉴别与取肉 

1.能够选择适合做鱼丸的鱼类 
2.能够根据鱼的色泽、鱼鳃、鱼眼

等方面识别鱼的新鲜度 
3.能使用刀具去除脊骨与刺，保留

鱼肉 

1.鱼的品种相关知识 
2.鱼的新鲜度相关知识 
3.鱼体结构的相关知识 

10% 

（二） 
刮肉剁茸 

1.能够使用刀具刮取鱼肉 
2.能够使用刀具将鱼肉剁成茸 

1.刀具的相关知识 
2.剁鱼肉的相关知识 

30% 

（三） 
调制鱼茸 

1.能够根据鱼茸的数量添加水、盐、

蛋清等 
2.能够使用搅拌手法搅打成茸泥状

1.鱼茸调制的相关知识 
2.鱼茸用手搅打的相

关知识 
30% 

（四） 
成形成熟 

1.用手挤出鱼茸 
2.水煮成熟 

1.鱼丸成形相关知识 
2.水温的相关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鱼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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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比例

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具有能够满足 10 人以上考核需要的场地、设备、工具等要

求，并配备防火、通风、照明和相应的供排水等卫生条件，环境

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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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机械手操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计算机编程软件完成机械手抓取、搬运、喷涂等自动操

作的程序编制和维护及保养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机械手设定 

1.能根据载荷、速度、距离、大小
对机械手 I/O 进行设定 
2.能根据载荷、速度、距离、重量、
大小对机械手工具坐标系、工件坐
标系进行设定，机械手载荷测定 
3.能根据产品说明书要求对出厂机
械手进行校验 

1.机械手位姿相关知识 
2.机械手坐标系相关
知识 
3.数字量输入/输出及
模拟量输出的功能及
定义相关知识 

10% 

（二） 
基础编程 

1.能根据载荷、速度、距离、重量、
大小进行程序编制 
2.能根据载荷、速度、距离、重量、
大小使用软件进行创建宏程序及调
用子程序 
3.能根据载荷、速度、距离、重量、
大小读懂和判别机械手的程序，并
对错误程序进行修正 

1.机械手程序组成、编
程窗口相关知识 
2.机械手非运动指令
（WAIT\IF 等）、程序
创建相关知识 
3.机械手程序修改、
文件备份与恢复相关
知识 

30% 

（三） 
功能调试 

1.能对机械手手动、自动程序调试
2.能对机械手信号通讯及功能进行
调整 
3.能查询机械手信号缺失，并进行
调试 
4.能对机械手安全防护要求进行调试

1.机械手指令应用相
关知识 
2.机械手程序修改相
关知识 
3.机械手提示信息相
关知识 
4.机械手安全防护功
能相关知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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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电气线路接线

与维护 

1.能读懂电气线路图 
2.能按照电器故障排除方法、接线

工艺、代码解析、断电送电进行检

查、接线、排除故障 
3.能查阅故障手册，并找出故障代码

1.电气原理图、电气线

路接线工艺相关知识 
2.电气故障类型、故障

代码解析相关知识 
3.电气线路故障排除、

机械手组合件电气元

件安装方法相关知识 

20% 

（五） 
机械手保养 

1.能对变速箱油位、动力电缆保护

壳进行检查及维护，并能更换齿轮

油、润滑油 
2.能使用清洁油，清洁机械手、控

制柜和空气过滤器 
3.能对机械手电器箱、工作台、工

装夹具等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1.机器人本体保养相

关知识 
2.变速箱检查维护、传

感器基本知识等相关

知识 
3.机器人安全防护相

关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取得毕（结）业

证书； 

2．具有高中以上学历。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专

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

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5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不小于 60 平方米，并配备考试使用的机械设

备及相应工具、量具、采光、照明、安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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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6 

  

石斛加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枫斗加工设备，对石斛进行切段、烘烤、揉搓、扭旋、

卷曲定型，再烘干定型制作成枫斗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预烘、剪段 

1.能运用枫斗烘烤设备，将石斛茎

条进行预烘，水分含量在 25%左右

2.能根据茎条直径大小将脱水的茎

条剪断成 3～10 厘米，并剔除病株、

霉株 

1.预烘的相关知识 
2.剔除病株、霉株的相

关知识 
3.储藏、清洗、分拣的

相关知识 

10% 

（二） 
揉搓、扭压、

卷曲 

1.运用枫斗烘烤设备将茎条揉搓、

扭压、卷曲成弹簧状 
2.能将弹簧状枫斗用棉纸条加箍定型

1.揉搓、扭压、卷曲的

相关知识 
2.加箍定型的相关知识 

60% 

（三） 
修整、烘焙 

1.能对加箍定型枫斗外形要求再次

烘焙修整 
2.能将加箍定型的枫斗烘焙至水分

含 12%以内 

1.修整的相关知识 
2.枫斗烘焙的相关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有一定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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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

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为 80 平方米左右，设有相应电源及空气开关保护；

采光良好，不足部分照明补充；考场应干净整洁，空气保持流通。 

备好烧烤炉、椅或凳、不锈钢丝盘、筛、网格塑料箱、塑料

箱、塑料盒、加工用棉纸条、剪刀、钳子、厚棉布等相关设备

60 套，铁皮石斛、石斛鲜条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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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7 

  

陶瓷雕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陶瓷雕刻是运用雕刻工具，在专用场所，对陶瓷器皿刻划文

字、图案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就业、创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构图 

1.能根据器皿的形状刻划布局文

字、图案 
2.能够运用 C 字形、S 形、对角形、

品字形、对称形、田字形等方法进

行构图 

1.布局的相关知识 
2.构图的相关知识 

 
40% 

（二） 
雕刻 

1.能运用双刀、单刀、冲刀、切刀

等各种刀法，刻划文字、图案 
2.能运用正入法、空入法、单入法

刻划文字、图案 

1.刀法的相关知识 
2.陶刻的相关知识 

 
50% 

（三） 
修整 

1.能对刻划的文字、图案的整体效

果，进行黑白与留白的画面调整 
2.能对整体效果的线条粗细、深浅

进行修光调整 

1.黑白与留白的相关

知识 
2.线条表现的相关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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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工艺

美术专业知识和陶瓷雕刻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技能

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在陶瓷生坯上现场实际操作完成命题，考试成绩实行百分

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7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

扰，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措施。 

 

 

 

 

 



 

 — 91 — 

附件 38 

  

竹子雕刻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雕刻工具、设备，对竹根、竹筒、竹板、竹片进行打磨

和雕刻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者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材 

1.能根据竹龄、品质等选取表面平

整无瑕疵的竹材 
2.能使用工具对竹材进行锯、刨、

磨、煮、晒等初步加工 

1.竹子的相关知识 
2.锯、刨、磨、煮、晒

的相关知识 
10% 

（二） 
选图、描图 

1.能根据竹材的形状、规格选择相应

的图稿，或根据图稿选择相应竹材 
2.能按照规定的题材在竹材上进行

翻稿或描绘（可依据竹材特点适当

增减图案或改变布局） 

1.识图的相关知识 
2.描图与翻稿的相关

知识 
30% 

（三） 
雕刻、制作 

1.能运用圆雕、透雕、浮雕等技法

在竹根、竹筒上进行立体雕刻 
2.能运用阴刻、浅刻技法，在竹板、

竹片上平面刻制 
3.能运用留青、翻黄的技法在竹片

上进行雕刻 

1.圆雕、透雕、浮雕的

相关知识 
2.阴刻、浅刻的相关

知识 
3.留青、翻黄的相关

知识 

40% 

（四） 
打磨、抛光 

1.能运用打磨设备或者手工对雕刻

件进行局部打磨，达到光滑平整 
2.能使用抛光设备对竹刻作品进行

抛光，增加色泽和润度 

1.打磨的相关知识 
2.抛光的相关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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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竹子雕刻

的相关知识以及技能，具有竹刻考评员资格证书或者竹刻领域工

艺美术师专业技术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

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操作场地光线充足，备有

桌子、台灯、电源插座等基本设备，整洁无干扰，空气流通，具

有安全防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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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 

  

小笼包制作（嵊州）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传统工艺，使用面粉为主料，通过酵面调制、揉面制皮、

调制馅心、上馅成形、上笼蒸制等程序，制作具有嵊州地方特色

小笼包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从事或准备从事与小笼包制作相关职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揉面制皮 

1.能按照面粉与水2∶1的比例进行

和面，揉制成面光、手光、盆光 
2.能用揉、尝、听、看、嗅、试的

方法来判断发面质量 
3.能将发面团运用手工搓条、揪剂，

擀成面皮 

1.和面的相关知识 
2.传统发面的基本知识 
3.制皮的相关知识 

25% 

（二） 
调制馅心 

1.能按照馅心配方搭配主辅料 
2.能将馅心主料进行切、剁加工 
3.能将主辅料搭配调制成馅心 

1.主辅料的基本知识 
2.制馅工艺的基本知识 
3.搭配调制的相关知识 

25% 

（三） 
包捏成形 

1.能将面皮和馅心进行手工包捏 
2.能按照口似鲤鱼嘴，提褶匀称，

在 16—22 褶之间，规格每只 20 克

（±1）的要求制作成形 

1.小笼包包制的基本

知识 
2.小笼包成形的基本

手法 

35% 

（四） 
上笼蒸制 

1.能按照小笼包传统工艺要求进行

上笼 
2.能按照火力大小、实物量的多少

控制蒸制时间 

1.上笼的相关知识 
2.蒸制的相关知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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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有本职业中式面

点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或本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本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考核必备的场所，实际操作培训场所应

具有面板台、炉灶、蒸笼、常用餐具、小笼包制作等工具，场地

面积在 100 平方米以上，环境整洁、卫生、安全，并具有通风、

照明和相应的给排水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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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项 
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在各种工业现场，将工业机器人在自动化设备上进行安装、

调试、应用、维护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工业机器人 
手动设定 

1.能使用手持示教器手动操作工业

机器人动作，进行转速计数器更新

操作 
2.能使用手持示教器进行工业机器

人I/O设定、工具坐标系设定、工件

坐标系设定、TCP设定和校准 

1.工业机器人各坐标

系设定与应用等相关

知识 
2.工业机器人信号定

义及应用等相关知识 

10% 

（二） 
工业机器人 
应用操作 

1.能使用手持示教器读懂已有工业

机器人程序并创建宏程序及调用子

程序 
2.能使用工业机器人编程指令进行

搬运、码垛、装配等编程实现工业

机器人典型应用 

1.工业机器人程序创

建与修改等相关知识 
2.工业机器人典型应

用操作与编程等相关

知识 

10% 

（三） 
工业机器人程

序功能调试 

1.能通过编辑调试程序完成工业机

器人输入输出信号通讯 
2.能通过程序调试达到任务动作要求

1.工业机器人指令应

用等相关知识 
2.工业机器人程序功

能调试等相关知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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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四） 
电气线路安装

与调试 

1.能读懂电气线路图并按图进行接线

2.能使用仪器仪表检测电气线路，

并运用故障排除方法排除电气线路

故障 
3.能根据停送电操作程序进行停

电、送电操作 
4.能查阅故障手册锁定工业机器人

故障代码 

1.电气原理图及接线

工艺等相关知识 
2.电气线路故障排除

等相关知识 
3.停送电操作等相关

知识 
4.机器人故障代码等

相关知识 

20% 

（五） 
生产设备检修

维护 

1.能使用仪器仪表进行常见故障的

诊断和排除 
2.能根据保养要求进行日常保养维

护 

1.常用仪表使用等相

关知识 
2.设备维护保养等相

关知识 

10% 

（六） 
工业机器人 
机械装调 

1.能使用工量器具对除机器人本体

外的机械部件进行安装、调试 
2.能使用专用工具对除机器人本体

外的机械进行校正 

1.机械零部件的拆装

调试等相关知识 
2.机械精度的测量校

准等相关知识 

20% 

（七） 
工业机器人 
机械维护 

1.能对照技术手册对工业机器人本

体、控制柜和机械部件进行检查及

维护 
2.能使用仪器仪表对工业机器人周

边设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1.工业机器人保养等

相关知识 
2.工业机器人安全防

护等相关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工业

机器人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

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9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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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150 平方米，并且配备考试使用的机械设备

及相应工具，操作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扰，空气流通，具有

安全防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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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园艺布景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栽培技术和艺术手段，在室内、阳台、庭院对花卉进行

上盆、组合、庭院布置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上盆 

1.能根据植株大小选择花盆 
2.能对新旧花盆进行退火、杀菌处理

3.能运用单株上盆方法进行栽植 

1.花盆的相关知识 
2.退火、杀菌的相关

知识 
3.单株上盆的相关知识 

10% 

（二） 
组合 

1.能根据组合要求和植株习性、形

状、颜色挑选植株 
2.能根据挑选的植株进行微景观组合

1.花卉的相关知识 
2.组合的相关知识 

30% 

（三） 
庭院布置 

1.能根据庭院结构制定布景方案 
2.能根据布景方案进行布置 

1.布景方案的相关知识 
2.庭院布置的相关知识 

6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花卉园

艺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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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21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并且有必备的工具、采光、安

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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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银制品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使用锤子、錾子、垫铁、银质材料进行银制品制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或传承银制品制作技艺

的人。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料、取料 

1.能根据银制品要求选择不同规格

的银锭 
2.能依据银制品图纸所需的银锭规

格与重量进行取料 

1.银的相关知识 
2.银制品的计量知识 

20% 

（二） 
锻造 

1.能使用锤子、垫铁锤打银锭使之

延展 
2.能根据图纸要求使用木质材料手

工制作相应辅助工具 
3.能使用锤子利用专用辅助工具锤

打延卷成型 

1.银锭物理知识 
2.木材相关知识 
3.锻打相关知识 

20% 

（三） 
雕刻 

1.能根据所绘图案使用錾子进行拉

线 
2.能根据图案造型采用阴錾阳刻的

手法进行雕刻 
3.能使用细錾进行图案纹理修饰 

1.美术知识 
2.阴錾阳刻相关知识 
3.图案纹理相关知识 

30% 

（四） 
打磨、修光 

1.能使用砂纸剔除毛刺 
2.能使用细麻轮打磨、抛光 
3.能使用擦银条修饰图案纹理 

1.砂纸相关知识 
2.打磨、抛光相关知识 
3.金属表面修饰相关

知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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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雕

刻工艺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

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能满足至少十个工位，并且有必备的技工桌、

捶打、雕刻等相关工具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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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红糖制作（义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使用红糖制作设备、工具和原料蔗，运用传统技艺，进行红

糖制作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榨汁 

1.能使用压榨机对原料蔗进行榨汁

2.能使用沉淀、过滤装置，除去漂

浮物和沉淀物 

1.压榨机操作的基本

知识 
2.蔗汁净化的基本知识 

20% 

（二） 
熬制 

1.能使用漏勺在沸腾前后快速捞尽

漂浮糖沫，进行过滤，除去杂质 
2.能根据沸腾糖水（糖浆）外观性

状、糖水的颜色，调兑糖浆的成熟

度（浓度） 
3.能使用糖勺进行炒糖，使之成熟

度一致 
4.能根据糖浆沸腾气泡、逸出水汽

等特征，适时出锅 

1.捞糖沫相关知识 
2.判断糖浆成熟度相

关知识 
3.炒糖相关知识 
4.判断出锅基本知识 

50% 

（三） 
做糖 

1.能使用制糖工具按比例加入小苏

打，与热糖浆混合均匀，加工为成

品粉糖 
2.能使用制糖工具，搅拌摊晾、凝

结划切，加工为成品块糖 

1.粉糖加工相关知识 
2.块糖加工相关知识 

3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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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法定劳动年龄，身体健康，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

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红

糖制作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

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用口述简答题和技能操作考核方式。考试成绩实

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6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应符合制糖工场的给排水、卫生和安全要求，并且

有必备的设备及相应的工具、量具、照明、通风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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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 

  

贡面制作（常山）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传统工具和专用设备，经和面、醒面、压板、上架、拉

面、干燥、包装等工序，将面粉加工成贡面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的求职、创业、就业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和面、醒面 

1.能根据小麦粉的投入量和环境温

湿度，确定加水加盐比例并使用和

面机或手工进行和面 
2.能根据醒面时间和面团的弹性判

断醒面程度 

1.和面机、小麦粉及辅

料等相关知识 
2.醒面的相关知识 

25% 

（二） 
压板、上架 

1.能采用手工揉、压、切等手法将

面团打成细条 
2.能快速把细条卷到两根面筷上使

其间距均匀 

1.手工打条的相关知识 
2.上筷的相关知识 

30% 

（三） 
拉面、干燥 

1.能根据细条的下垂程度进行上

架、拉面，使其粗细均匀不断裂 
2.能根据环境温湿度进行贡面干燥

1.拉面的相关知识 
2.干燥的相关知识 

30% 

（四） 
收面、包装 

1.能将干燥的成品面定型、规整 
2.能按规格要求将成品面进行包装

1.收面的相关知识 
2.包装的相关知识 

15%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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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食

品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

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4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核场地面积要求 50 平方米以上的食品制作加工场进行，

并且有必备的设备及相应的工具、采光、照明、卫生、安全、通

风、给排水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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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剪纸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运用剪刀、刻刀、针等专用工具在纸上剪、刻、刺等镂空，

把纸张加工成剪纸艺术品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者准备运用与本项技能进行相关的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选择工具 

1.能识别专用工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2.能根据不同的图样选择剪纸工具

1.剪纸专用工具使用

的相关知识 
2.剪纸的基础知识 

10% 

（二） 
选纸、描图 

1.能根据图样选择相应的纸张 
2.能按照样稿使用影描法、漏空描

法，描绘出剪纸图稿 

1.纸张的相关知识 
2.描图的相关知识 

15% 

（三） 
剪刻技能 

1.能使用剪刀剪出细如牛毛的锯齿纹

2.能使用刻刀刻制细密纹样，纹样

相连不断 
3.能使用针刺出清晰不破损的纹样

1.剪刀技能的相关知识 
2.刻刀技能的相关知识 
3.针刺技能的相关知识 

65% 

（四） 
裱贴 

1.能使用自制的丝袜球将液体胶水

均匀地涂抹在底板纸上 
2.能将剪纸作品黏贴平整 

1.胶水的相关知识 
2.装裱的基础知识 

10% 

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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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剪纸制作

的相关知识以及技能，政府认定的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具有高级

剪纸工资格证书，或剪纸业内有影响的工艺美术专业技术职称

等，技能操作考核考评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12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考场面积不小于 60 平方米，场地光线充足，整洁无干扰，

空气流通，具有安全防火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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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6 

  

民宿管家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一、定义 

在民宿环境中，为客人提供亲情接待、在地文化体验设计、

客房清洁整理、民宿空间布置等服务的能力。 

二、适用对象 

运用或准备运用本项能力求职、就业的人员。 

三、考核内容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考核比重

（一） 
对客亲情化 

服务 

1.能迎候客人，解答客人咨询 
2.能制定民宿早餐菜单 
3.能根据乡村景观和民宿景观的特

点，提供拍摄景点指导 

1.礼节、礼貌相关知识 
2.菜单的相关知识 
3.摄影、摄像的相关

知识 

25% 

（二） 
在地文化体验

设计 

1.能根据客人群体，设计和介绍旅

游线路 
2.能利用农耕、美食、手工技艺等

在地文化，设计体验项目提供客人

1.旅游景点的相关知识 
2.当地民风民俗、乡土

文化的相关知识 
25% 

（三） 
客房清洁整理 

1.能运用中式铺床方法进行铺床 
2.能使用清洁工具、清洁剂对客房

进行清洁整理 
3.能使用消毒剂，对客房器具进行

消毒 

1.中式铺床方法相关

知识 
2.清洁工具、清洁器

械、清洁剂使用相关

知识 
3.消毒器具及消毒剂

使用相关知识 

25% 

（四） 
民宿空间布置 

1.能根据茶叶的种类，进行茶叶冲

泡和茶席布置 
2.能运用插花技艺进行空间布置 
3.能设计不同特色的欢迎卡，布置

客房 

1.茶文化、茶叶、茶具、

茶席的相关知识 
2.插花的相关知识 
3.客房布置的相关知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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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要求 

（一）申报条件 

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具有相应技能的劳动者均可申报。 

（二）考评员构成 

每个考评组不少于 3 名考评员。每位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旅

游管理等相关专业知识及相关专业职业资格，技能操作考核考评

员与考生的比例为 1∶5。 

（三）考核方式与考核时间 

考核方式采取技能操作考核，考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

60 分以上为合格。考核时间为 40 分钟。 

（四）考核场地与设备要求 

1．具备满足技能考核需要的教室一间（不小于 50 平方米），

有桌椅、茶桌，以及茶席用品、插花用品等配套用品。 

2．具备满足技能考核需要的客房一间，有单人床（1.2 米×

2 米）、洗脸台，以及床上用品、清洁用品等配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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