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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直〔2019〕3 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 

 
有关高校： 

为了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倡导青年

学生树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进一步提升两岸大

学生创新能力与从业素质，经研究，决定举办第六届海峡两岸

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组织 

主办单位：福建省教育厅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承办单位：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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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江夏学院 

          福建商学院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中华海峡两岸文经教育推广协会（台湾） 

支持单位：福州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益博文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融育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应用型财经类专业教学联盟 

          空中英语教室教育集团（台湾） 

二、竞赛时间、地点 

大赛时间：2019年 12 月 27日至 29 日 

大赛地点：1.开幕式：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2.闭幕式：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3.分赛场：各承办高校 

 

三、参赛对象 

两岸大学参赛总人数控制在 500人左右，其中：大陆地区

高校控制在 400人，台湾地区不限。每校每项目 5-6 名大学生

组成 1个代表队参加，另派 1-2名指导教师领队。 

四、技能竞赛项目类别  

本次技能竞赛共 9 个项目类别：国际贸易经营实战沙盘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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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商业银行经营实战沙盘竞赛、商业银行 3D 仿真业务技能

竞赛、企业竞争模拟竞赛、金融投资模拟交易竞赛、金融科技

创新竞赛、中华茶艺技能竞赛、茶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竞赛、英

语口语竞赛。以上赛项具体安排详见总体方案（附件 1）。 

    五、有关工作 

  1.承办单位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福州外语

外贸学院负责开闭幕式活动的组织协调；联系相关媒体做好宣

传报道工作；组织好住宿和交通，确保活动人员安全。 

  2.各赛场承办单位负责制定竞赛活动方案，做好竞赛的

组织和评选工作，确保公平公正完成各项竞赛活动；负责组织

志愿者参与接待和服务，确保各赛场的交通和人员安全。 

  3.大陆高校参赛师生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台湾高

校参赛师生落地接待，大赛开闭幕式等经费由承办院校和支持

单位负责。 

    六、报名办法及联系方式 

    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向各分赛场承办高校报名，各分赛报名

通知详见分赛场竞赛规程或承办单位官方网站。报名截止时间

为 2019年 12 月 15 日。 

联系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经管学院  叶晗笑      

联系电话：0591—27561178,手机号:18659991999 

    电子邮箱：601894847@qq.com 

    地址：福州市长乐区育环路 28 号（邮编：35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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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总体方案 

          2.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经费预算 

表 

 

      

 

                          福建省教育厅 

2019 年 11 月 27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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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总体方案 

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暨创新成果展已经举办了

五届，每一届由不同的高校承办，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为

节约成本，本届将继续举行职业大赛而不再进行创新成果展

览，着重搭建一个职业技能检验、两岸大学生互动交流的平台，

加深情谊，共同成长。以上为此次交流活动的定位和宗旨。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福建省教育厅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承办单位：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 

          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福建江夏学院 

          福建商学院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中华海峡两岸文经教育推广协会（台湾） 

支持单位：福州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益博文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融育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应用型财经类专业教学联盟 

          空中英语教室教育集团（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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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总体内容 

大赛时间：2019年 12 月 27-29日 

大赛地点：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参赛对象：海峡两岸合作交流高等院校 

参赛规模：两岸大学参赛总人数控制在 500 人左右，其中：

大陆地区高校控制在 400 人，台湾地区不限。

每校每项目5-6名大学生组成1个代表队参加，

另派 1名指导教师领队。 

邀请方式：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漳州科技职业学院分别

按照大赛项目邀请两岸高校参加，中华海峡两

岸文经教育推广协会（台湾）协助邀请台湾高

校师生组队参加。 

接待方式：大陆高校自行承担交通、食宿费用。台湾高校

师生按照大赛项目分别由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负责落地接待。 

资金筹集：由承办高校和支持单位共同筹集。 

总体日程：1.12月 27 日全天报到 

2.12 月 28 日 8:00-9:00 开幕式（地点：福州 

外语外 

  贸学院） 

              3.12 月 28日 9:30-17:30 职业技能大赛（地 

点：各赛场） 

              4.12 月 29日 8:00-9:00闭幕式（地点：福州 

外语外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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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项目 

比赛项目名称：1.国际贸易经营实战沙盘竞赛（福州外语 

外贸学院）（颁发福建省教育厅与教育

部高等学校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获奖证书） 

 2.企业竞争模拟竞赛（福州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 

（仅颁发福建省教育厅获奖证书，下同） 

            3.商业银行经营实战沙盘竞赛（福建江夏学 

              院） 

4.商业银行 3D仿真业务技能竞赛（福建江 

  夏学院） 

5.金融投资模拟交易竞赛（福建江夏学院） 

6.金融科技创新竞赛（福建江夏学院） 

7.英语口语竞赛（福建商学院） 

            8.中华茶艺技能竞赛（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9.茶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竞赛（漳州科技职业 

  学院） 

比赛项目组织：承办单位负责制定各项目比赛规程，组织 

              比赛，设立裁判组，布展分会场，组织评 

              奖等。 

比赛项目奖项：1.团体赛：分比赛项目设一等奖一名，二 

                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优秀奖若干， 

                获奖选手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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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人赛：一等奖二名，二等奖五名，三

等奖九名，优秀奖若干，获奖选手颁

发证书。 

              3.比赛项目颁发指导教师证书。 

 四、媒体宣传 

承办高校承担，会同福建教育厅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

作中心共同制定方案，组织媒体宣传。 

 五、组织保障 

开闭幕式会场保障：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承担，会同福建教

育厅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共同制定方案，组织开闭

幕式等。 

服务保障：承办高校承担，组织自愿者参与接待、交流和

服务。 

    后勤保障：承办高校承担，组织食宿和交通等。 

安全保障：承办高校承担，会同福建省教育厅海峡两岸职

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共同制定方案，确保会议和人员安全，车

辆停放有序。 

六、经费预算 

大陆高校参赛师生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台湾高校参

赛师生落地接待，大赛开闭幕式等经费由承办院校和支持单位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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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六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经费预算表 

                         2019年 10 月 16日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单价 数量 金额 备注 

1 开闭幕式会场布置  5.0  

 会场、LED 屏、音响、桌椅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提供 

 入口展板及背胶（6M*4M）2块 0.02 48M2 0.92 

 拱门（16M） 0.08 1 0.08 

 水旗 0.01 20 0.20 

 会场杂项（水、桌牌、引导牌等） 0.5 1 0.50 

 证书 0.005 500 2.50 支持单位共同提供 

 媒体   0.80 承办高校提供 

2 竞赛会场布置及组织   18.0  

 会场布置（每项目） 0.5 9 4.5 承办高校提供 

 评审专家费 0.5 9 4.5 
1、3、4项由吉高提
供；2 项由金益提
供；5项教学联盟提
供；6项由空中英语
提供；7项由杭州融
育；8、9 项由漳州
科技提供。 

 自愿者服务及会场杂项 0.5 9 4.5 承办高校提供 

 竞赛午餐费 0.5 9 4.5 
1、3、4项由吉高提
供；2 项由金益提
供；5项教学联盟提
供；6项由空中英语
提供；7项由杭州融
育；8、9 项由漳州
科技提供。 

3 食宿接待  3.0  

 台湾领队\导师\参赛学生等 3天 2 晚 0.1 40人 2.0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提供福州食宿；漳州
科技职业学院提供
漳浦食宿 

 车辆接送（含各分赛场） 0.12 8车次 1.0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提供福州车辆接送 

 省内外嘉宾食宿交通    回各单位报销 

 省内外高校参赛师生食宿交通    回各校报销 

4 合计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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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