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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

竞赛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竞赛组织单位

指导单位：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主办单位：广东陶瓷协会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佛山市南风古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佛山市陶艺设计行业协会

佛山市工艺美术学会

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

梅州市陶瓷行业协会

赞助单位：石湾古镇文创园

（二）竞赛组委会

主 任：陈 环 广东陶瓷协会会长

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副主任：张 滢 石湾古镇文创园副总经理

庞文忠 佛山市陶艺设计行业协会会长

裴继刚 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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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培德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副主席

陈振广 广东陶瓷协会秘书长

成 员：王卫国 广东陶瓷协会副秘书长

霍达炎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文化街区产业促进会秘书长

陈 真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工艺美术陶瓷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三）组委会办公室

主 任：陈振广

副主任：陈 真、霍达炎、王卫国

成 员：朱永灿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南风古灶陶艺创作基地，负责竞赛工作的

统筹和组织实施。包括：发动报名、资格审查、赛程安排、竞赛

场地安排布置、物料准备、维护考场秩序、安全、救护、宣传报

道等。

（四）裁判组

负责整个竞赛的评判工作，包括阅卷、评分、成绩统计、竞

赛结果的核实、发布等工作。由组委会从省级及以上工艺美术大

师、陶瓷艺术大师、陶瓷艺术专业高级职称以上专家、教授选定、

邀请裁判（评委）。

（五）仲裁组：负责竞赛过程的争议、投诉和违纪的裁定等

工作。

组 长：叶 磊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

成 员：傅培德 广东省工业工会委员会副主席

温世让 广东省人社厅职建处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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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白 广东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科长

陈振广、陈 真、霍达炎、王卫国

二、竞赛项目、对象、标准

（一）竞赛项目：陶瓷雕塑工

（二）竞赛对象：陶瓷艺术从业人员，不设学生组

（三）竞赛标准：省级二类竞赛，选手以个人竞赛形式参赛。

竞赛以陶瓷雕塑工《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及以上内容为

依据，竞赛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部分。按理论占 20%、

技能占 80%计算总成绩。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参赛选手的名次，

当出现成绩相同时，则以技能成绩高者名次在前。

三、竞赛时间、地点、费用

时间：2018 年 11 月 24 日，8:00 前报到，

8:30-9:30 理论考试，

10.00-14:30 实操竞赛（含 30 分钟午餐时间）。

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风古灶玩陶艺术中心。

费用：不收报名费；主办方为选手提供午餐（快餐）及晚宴，

为异地选手提供住宿，交通费自理。

四、报名办法

1、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18 日前

2、填写《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竞赛选手

报名表》（附件 1），连同参赛选手身份证复印件，传真或邮件

提交组委会办公室。

3、报名联系人：

广东陶瓷协会

周国憬、王卫国

电话：020-83340139 传真：020-83342536



4

电子邮箱 gzgdca@163.com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

联系人：陈真、朱永灿

手机：13702931998 电话：0757-82724001

传真：0757-82707201 电子邮箱：fcia01@126.com

附件：

1、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竞赛选手报名表

2、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竞赛报名汇总表

3、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竞赛技术文件

4、报名回执与交通指南

5、竞赛日程安排

http://pro6f1907.pic24.websiteonline.cn/upload/7g8w.docx
http://pro6f1907.pic24.websiteonline.cn/upload/iobd.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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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竞赛

选手报名表

姓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民族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学历 毕业院校

户籍所在地 省 市 县 现从事职业

手机 电子邮箱

电话 工龄

联系地址 邮编

申报项目 □陶瓷雕塑工

申报组别 □职工组

个人简历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组委会审核

意见

申明：本人同意参加此次竞赛的作品版权归组委会所有。

选手签名：



6

附件 3

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

陶瓷雕塑工竞赛技术文件

一、竞赛项目

陶瓷雕塑项目现场操作。

二、竞赛内容

1、陶瓷雕塑泥稿现场创作；

2、创作题材、形式、技法不限；

3、要求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弘扬中华文化，彰显时代精神。

三、竞赛规则

1、竞赛时间为 4 小时，10：00-14:30 ，竞赛作品完成或竞

赛时间结束，选手签字退场。其中 12：00—12:30 为午餐时间且

不得离开赛场。

2、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件完整作品，捏雕、盘雕作品

尺寸须不小于 20cm，圆雕、浮雕、剔花雕刻装饰须不小于 40cm。

3、鉴于圆雕工艺特殊性，选手可提前制作圆雕内骨架带入考

场，泥质、木质、金属不限；鉴于捏雕、盘雕、浮雕、剔花雕刻

装饰工艺特殊性，选手可提前制作依托器带入赛场。

四、竞赛所需配置

1、工作台 1 张/人，直径 30cm 转盘 1 个/人，木质托板 1 块/

人。

2、雕塑用泥料 25 公斤/人（不提供高白泥料），或由选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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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所常用的泥料；增加泥量须提前声明。

3、其他陶瓷雕塑工具由选手自备。

五、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必须佩带大赛组委会签发的准考证进入赛场。

2、参赛选手必须提前 15 分钟进入赛场。

3、参赛选手应按指定的工作台就坐，不得擅自改变座位。

4、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纪律，服从工作人员安排。

六、竞赛评委

由陶瓷行业省级及以上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陶瓷

艺术专业高级职称以上专家、教授及协会领导组成裁判组，评委

资格由竞赛组委会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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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陶瓷雕塑竞赛评分表

参赛证号： 选手编号：

序号 评分内容 配分 评分标准 得分

1 主题表现 20 分
（1）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表达鲜明（10 分）；

（2）内容与形式表现协调统一（10 分）。

2 艺术效果 40 分

（1）作品制作完整（10 分）；

（2）作品构图完整，比例、动态准确（10

分）；

（3）作品造型优美、形式感强（10 分）；

（4）作品具备一定的艺术风格（10 分）。

3 技术特色 30 分

（1）手法干净利索，工具运用巧妙得当（10

分）；

（2）作品技法熟练，技艺精湛（10 分）；

（3）体现出对传统技艺的继承和创新（10

分）。

4 现场清理 10 分
（1）操作完毕后，用具恢复原位（5分）；

（2）台面、现场干净整齐（10 分）。

5 合计 100 分

裁判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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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

竞赛报名回执

姓 名 单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23 日住宿： □是 □否

24 日住宿： □是 □否

24 日晚宴： □是 □否

主办方为选手提供比赛当天午餐（快餐）及晚宴，为异地选手提供比赛前一晚及比

赛当天住宿，交通费自理。

交通指南

南风古灶陶艺培训基地（玩陶艺术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和平路 12 号内 1506 创意城 C 区 10 号楼二楼（南风古灶和平路广场，直入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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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8 年广东省职业技能大赛陶瓷雕塑工竞赛

竞赛日程安排

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六） 地点：南风古灶玩陶艺术中心

时间 内容 备注

8：00—8：20 选手报到、熟悉赛场

1、报到地址：南风古灶玩陶艺术中心

2、报到时出示身份证（或户口簿）、办理

签到手续、工位号抽签。

8：20—8：30 理论考试准备

1、选手在理论考试室就位

2、裁判长宣布考试规则

3、试卷开封、发卷

8：30—9：30 理论考试
1、裁判长宣布考试开始

2、作答时间 60 分钟

9：30—10：00 开幕式及实操赛前准备

1、理论考试后选手到指定工位做好竞赛准

备。

2、选手代表宣誓

3、裁判代表宣誓

4、裁判长宣读竞赛规则

10：00—14:30 实操比赛

1、组委会领导宣布竞赛开始

2、竞赛时间 4 小时

3、30 分钟午餐时间

14:30—16:30

评委评分、成绩录入、统

计排名；

选手参观汉陶博物馆

1、评委按评分规则评分

2、工作人员录入电脑

3、工作人员将录入、统计排名结果交评委

核对、签名确认

4、参赛选手前往汉陶博物馆参观

16：30—17:30 颁奖典礼

1、领导致辞

2、宣读竞赛结果

3、颁发证书、牌匾

4、嘉宾、评委、选手合影留念

17：30—20：00 晚宴
1、晚宴

2、大师、评委与选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