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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职赛办发〔2021〕81 号

关于举办2021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国
工业设计职业技能竞赛家具设计师

赛项辽宁选拔赛的通知

各参赛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技能人才的系列重要

指示和致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贺信精神，更好的在全社

会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广大企业职

工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

高技能人才，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办公室决定举

办 2021 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竞赛

家具设计师赛项辽宁选拔赛（以下简称“大赛”），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赛事组织

大赛在省大赛工作领导办公室指导下，由辽宁省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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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合会承办。成立大赛组委会及其工作机构，全面负责

大赛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

省内各市负责其属地赛事的选拔、推荐等工作。

二、比赛方式

大赛为单人赛，主要由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组

成，按照《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分类大典》（2015 版）有关规定要求实施，理论考试采取

闭卷方式进行；实际操作部分试题由大赛技术组命题，现

场实际操作方式进行，详细信息见大赛实施方案（附件 1）。

三、组织实施

（一）赛事安排

大赛拟定于 2021 年 9 月 20-30 日举行，具体比赛时间、

地点及赛程安排另行通知。

（二）报名要求

全省共设 30 名选手参与大赛，各参赛选手需为思想政

治素质好、守纪守法的在职人员（相关工作的企事业单位

职工、院校教师），往届大赛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和

“辽宁省技术能手”及以上荣誉的不得以选手身份参赛。

各参赛队应在 9 月 17 日前完成报名工作，填写《参赛

选手登记表》，电子版发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审核批准

后方具有参赛资格。

四、奖励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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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荣获大赛第 1 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原则

上推荐授予“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和“辽宁省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给予 20000 元资金奖励并颁发名次证书。

（二）对荣获大赛第2-3名的选手，由省总工会、省人

社厅颁发名次证书，依次给予15000元、10000元资金奖励。

（三）对荣获大赛第4-5名的选手，由省总工会、省人

社厅颁发名次证书，依次给予8000元、5000元资金奖励。

五、相关要求

1.各市总工会、人社局、轻工企业要坚持全省一盘棋，

做好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积极组织职工参赛。承办单位要高

度重视，做好谋划设计，广泛发动，注重细节，精心组织，

系统推进，加强与当地卫健部门沟通联系，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各项规定和措施，按时间节点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坚持培训和大赛一体化推进，既要注重选拔高技能

人才，又要注重职工参与率和有效覆盖面，推动职工队伍

职业技能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3.坚持公平公正，严格按照大赛规则组织开展大赛活

动，对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等违纪违规行为，按有关规定

严肃处理。

4.保证大赛经费运行安全，严格按照有关财务规定管

理使用大赛经费，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

追究当事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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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做好大赛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等多种媒体，对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选手进行全过程宣传

报道。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李芙蓉，电话024-25878111，

13840073790，电子邮箱：26984870@qq.com。

附件：1.大赛实施方案

2.参赛选手登记表

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0 日

mailto:177429272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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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辽宁省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国
工业设计职业技能竞赛家具设计师赛项

辽宁选拔赛实施方案

一、竞赛内容

（一）赛事工种

竞赛设“家具设计师”工种。

（二）命题标准

参照国家全国工业设计大赛家具设计师竞赛要点要求，

本赛项旨在培养符合世界标准的设计类人才。通过对家具

设计师从创意到使用 CAD、草图大师等工业软件完成自己

的创意，使它们变成可以生产的工艺技术图纸，再到通过

手工、机械设备把方案从图纸变成作品，实现自己的创意。

这种对设计工作进行一个完整过程的考核，是国内对设计

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法的重大创新，是提升中国工业设计师

软实力与硬实力兼具的综合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实现中国

从制造大国向中国创造升级的重要保障。

（三）参赛形式

赛项为单人赛。同一单位限报1支参赛队。参赛选手不

得跨单位参赛。



6

（四）竞赛形式

竞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比赛两个环节构成，

所有参赛选手均需参加理论考试（满分100分/人），实际操

作（满分100分/人）。各组别总成绩中理论考试成绩占20%、

设计方案成绩占40%，实操成绩占40%。

（五）竞赛时间

1.理论知识：比赛用时为60分钟（1小时）。

2.实际操作：比赛用时为360分钟（6小时）。

二、赛项技术描述

本赛项以家具为设计对象，综合运用CAD、草图大师、

等工业设计软件和家具设计与制造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完成家具产品创新概念设计与制作使用的工艺技术图纸，

并借助手工工具、家具加工设备等完成制作设计师自己创

意与设计的家具作品。竞赛包括家具设计相关理论测试、

设计方案绘制与设计方案现场制作三个竞赛模块。

（一）实际操作竞赛模块示例：

模块一（1 小时）：作品图纸设计（占比40%）

现场完成设计方案和技术文件的输出：对设计创意、

绘图技能和最终方案等进行过程和赛后评价。

这部分考核时间为 1 小时。在提供的同一个设计软件

的前提下，提前公示考题，选手赛前按照统一的制图标准

和图纸输出标准进行作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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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现场输出设计方案的图纸数量是三张 A3 的图纸，

其中：一张图是三视图，一张是生产图纸和节点图，一张

是效果图。签订原创设计承诺书及设计说明。

模块二（5小时）：作品制作（占比40%）

制作技能模块为制作一个柜子。总体上，要求选手具

备利用统一的设计软件，在给定主题和材料、在必须具备

某些模块和结构要求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携带的工具和设

备，以及合理使用公共区域提供的共享设备和设施，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自己设计作品的组装加工及装饰加工。赛场

提供备用工具及材料，其他自主设计的部分由选手在公示

考题后提前自行加工完成，现场组装加工及装饰。

考核内容主要包含八个子模块，分别是：尺寸、与图

纸的一致性、胶合后榫接质量、配件和可移动部件、贴木

皮、表面处理、材料使用、健康与安全。

三、选手具备的能力

参赛选手应具备以下技术综合能力：

1.具备根据主题要求进行方案设计的能力；

2.具备合理应用家具材料和结构的能力；

3.具备绘制家具制作所需的零部件图纸、生产图纸等

技术能力；

4.具备木材及其它材料（饰面木皮）的识别和选用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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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备应用家具结构与制作工艺，实现高品质及耐久

性家具制作的能力；

6.具备正确选择辅助材料，包括饰面板和其它配件等

的能力；

7.具备安全正确和熟练操作手工工具、手持电动工具

和组装材料的能力；

8.具备熟练使用五金配件的能力；

9.具备通过精确测量、制作和组装，使家具各零部件

间达到接近完美结合的能力；

10.具备实现高质量家具外观的能力。

四、竞赛实操流程

各参赛队集中比赛，选手自带组装工具，赛场提供备

用工具，竞赛内容安排如下：

竞赛内容安排

流程 模块 模块内容 比赛时长
权重
（%）

1 理论考试 关于家具设计的相关知识 1小时 20

2
作品图
纸设计

在统一的主题要求下，在
同一的硬件和软件条件

下，在统一的材料和 设备
条件下，完成自己 的设计

方案。

1小时 40

3
作 品
制 作

A 尺寸

5小时

6

40B 与图纸的一致性 6

C 胶合后的榫接质量 6

总计 7 小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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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赛项创新点

（一）改变过去家具设计师的培养重方案轻制造，重

外形轻结构，重好看轻好用，重结果轻过程，重效果轻价

值等阻碍中国设计走向世界的传统观念，引导新生代家具

设计师树立正确的设计观，培养符合世界标准的设计类人

才；

（二）竞赛考查了家具设计师从设计创意、设计表现、

设计实施到组织管理的家具设计与制造的全过程与综合能

力， 这是历史性的突破，这对培养具有工业化思维和实现

工业化 设计与生产的家具设计师至关重要；

（三）设计作品实物化呈现，不仅有较强的可观赏性，

更可以验证设计师的创意与现实作品之间的差距，以此可

以考察设计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家具产业对家具设计

师提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如何提高设计与生产实现无缝

对接的能力；

这是中国历史上对设计师这个行业第一次以这样全方

位的方式进行竞赛，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从理论、设计

和实现设计三个重要的维度上进行考核、比拼，无论对设

计师而言，还是对办赛而言，都是一次巨大的创新和挑战；

（五）本次竞赛方式和内容的构建与实现，为国内设

计类人才培养提供了依据与样板，对举办设计类比赛也是

一次探索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对未来中国培养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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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办一流的设计类大赛也具

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本次大赛的意义和价值所

在。

六、职业道德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工作认真负责，爱岗敬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3、严格执行工作程序、工作规范、工艺文件和安全操

作规程；

4、爱护设备及工具、夹具、刀具、量具；

5、着装整洁，符合规定；保持工作环境清洁有序，文

明生产。

七、选手须知

1.选手应熟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必须按操作规程进

行操作；

2.参赛选手应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监考人员管理，违

者取消本次竞赛成绩；

3.参赛选手必须按竞赛时间，提前到达赛场（理论竞

赛提前15分钟入场；实际操作竞赛提前30分钟开始检录、

抽工位号），并应按指定座位号、工位号参加竞赛。迟到15

分钟者不得参加竞赛。理论知识竞赛在竞赛开始30分钟后

方可离开赛场；

4.参赛人员应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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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服，安全鞋、操作时戴护目镜，女选手佩带工作帽；

5.理论考试参赛选手除携带竞赛必备的工具、文具

（如笔、尺、普通计算器等）外，赛场不准带入技术资料

和任何工具书。所有通讯工具一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

6.各参赛人员集中比赛，选手自带组装工具，赛场提

供备用工具；

7.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

况，需经监考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8.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监考人

员提问，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行为处理；

9.在竞赛规定时间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或操作，不

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

10.交件前，确认好已操作完成，交件后不可再行操作。

裁判员要对上交的工件进行加密；

11.参赛选手交件后，必须将自己的工位清扫干净。把

赛场准备的工具按操作规程摆放整齐，将自备物品带离赛

场；

12.待赛人员，应在指定地点等候（候赛室），听从指

挥，不得擅自出入。

八、工作人员须知

1.树立服务观念，一切为选手着想，以高度负责的精

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本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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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2.注意文明执裁，保持良好形象，熟悉竞赛方案；

3.于赛前45分钟到达赛场，严守工作岗位，不迟到，

不早退，不脱岗；

4.熟悉竞赛规程，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

遇突发事件，按照安全工作预案，组织指挥实施，确保人

员安全；

5.服从统一领导，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加强协作配合，

提高工作效率。

九、评判规则

（一）理论比赛评判

理论知识考试成绩评定由考试系统自动评分和汇总成

绩或裁判打分完成。

（二）实操比赛评判

1、实操比赛由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组成。制作的过程、

操作规范性全程为过程考核，设计方案制图的标准和规范

与合理性、人体工程学、创意创新、材料搭配、材料运用

与整体健康与安全要求为结果考核；

2、考核标准按照所对应的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及以上要

求，借鉴世界技能大赛考核评价方法，组织评判；

3、作品及相应尺寸、安全要求检测由专家及裁判人员，

应用检测设备和手工检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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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绩评定由专家组组织裁判根据评定结果和评分表

完成。

十、成绩评定方法

（一）实际操作竞赛评分说明

1.选手竞赛时违反安全文明操作规程，现场监考人员

需将违规现象记录在册，并由选手签名确认，扣分情况由

大赛裁判组决定；

2.对于竞赛中出现的作弊行为将严肃处理，并取消竞

赛资格；

3.未尽事宜，由大赛裁判组裁决。

（二）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

1.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大赛组织委员会裁判组负责。

2.成绩评定方法：

竞赛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成绩组成。

（1）理论知识部分，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20%。

（2）实际操作部分，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80%。

上述两部分成绩由组委会裁判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评分

标准统一阅卷、检测、评分与计分，并以此排出竞赛名次。

（实际操作竞赛中出现安全操作事故视情况扣1-5分，出现

严重安全操作事故不得分）。

（三）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确定

本次竞赛不设并列奖项，名次依据以下排名规则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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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项成绩之和排名，即总

成绩较高者名次在前；

2.总成绩相同者，实际操作成绩高的团队名次在前；

3.实际操作成绩相同者，实际操作比赛所用时间短者

名次在前；

4.如再相同，则以裁判组最终裁决为准。

十一、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备件，

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指导教练，在申

诉选手所参加竞赛结束24小时内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

提出。

（二）仲裁

1.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保证竞赛结果公平公正，大

赛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

现的所有申诉并进行仲裁；

2.仲裁工作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

意见尽快通知领队或当事人；

3.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

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十二、竞赛组织及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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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在组委会统一领导下进行。组委会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负责大赛的组织安排和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大赛的选手报名、

审查，比赛专家（评委）推荐、赛场选址，评分、监审、

起草文件、奖品购买发放等工作。办公室下设裁判组、赛

务组、会务组、监审组。

大赛办公室主任：

石洪祥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大赛办公室副主任：

范 勇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秘书长

李芙蓉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裁判组：

组 长：祖树武 辽宁省家具协会会长

裁判组职责：制定各工种竞赛实施方案，比赛全过程

技术指导，实际操作试题的评分等工作。

赛务组：

张佳妮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李巨峰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赛务组职责：比赛场地、宾馆的选址；礼仪员（引导

员）、服务人员、监考人员、安全人员、设备维护人员、卫

生医疗人员选配；参赛人员、工作人员食宿安排；理论、

实际操作比赛考场安排；宣传形式的布置；比赛设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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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车辆保障等工作。

会务组：

李 澄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张艺馨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会务组职责：接待各参赛代表队；安排食宿、车辆、

接送站；发放会议文件、用品；大赛医疗、保卫。

监审组：

邀请政府监审人员

监审组职责：对比赛全过程进行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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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工业设计职业技能竞赛家具设计师

赛项辽宁选拔赛参赛选手登记表

姓 名 性别

照

片

身份证号

参赛工种 职业资格

银行卡号

工作单位

邮 编 手机号码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2021 年 月 日

注：工作单位需填写单位全称。（附加身份证、职业资格、

相关学历证书等电子版）


	一、竞赛内容
	（一）赛事工种
	竞赛设“家具设计师”工种。
	（二）命题标准
	参照国家全国工业设计大赛家具设计师竞赛要点要求，本赛项旨在培养符合世界标准的设计类人才。通过对家具设
	（三）参赛形式
	赛项为单人赛。同一单位限报1支参赛队。参赛选手不得跨单位参赛。
	（四）竞赛形式
	竞赛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比赛两个环节构成，所有参赛选手均需参加理论考试（满分100分/人），实际
	（五）竞赛时间
	1.理论知识：比赛用时为60分钟（1小时）。
	2.实际操作：比赛用时为360分钟（6小时）。
	二、赛项技术描述
	本赛项以家具为设计对象，综合运用CAD、草图大师、等工业设计软件和家具设计与制造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一）实际操作竞赛模块示例：
	模块一（1 小时）：作品图纸设计（占比40%）
	现场完成设计方案和技术文件的输出：对设计创意、绘图技能和最终方案等进行过程和赛后评价。
	这部分考核时间为 1 小时。在提供的同一个设计软件的前提下，提前公示考题，选手赛前按照统一的制图标准
	赛场现场输出设计方案的图纸数量是三张 A3 的图纸，其中：一张图是三视图，一张是生产图纸和节点图，一
	模块二（5小时）：作品制作（占比40%）
	制作技能模块为制作一个柜子。总体上，要求选手具备利用统一的设计软件，在给定主题和材料、在必须具备某些
	考核内容主要包含八个子模块，分别是：尺寸、与图纸的一致性、胶合后榫接质量、配件和可移动部件、贴木皮、
	三、选手具备的能力
	参赛选手应具备以下技术综合能力：
	1.具备根据主题要求进行方案设计的能力； 
	2.具备合理应用家具材料和结构的能力；
	3.具备绘制家具制作所需的零部件图纸、生产图纸等技术能力； 
	4.具备木材及其它材料（饰面木皮）的识别和选用能力；
	5.具备应用家具结构与制作工艺，实现高品质及耐久性家具制作的能力； 
	6.具备正确选择辅助材料，包括饰面板和其它配件等的能力； 
	7.具备安全正确和熟练操作手工工具、手持电动工具和组装材料的能力；
	8.具备熟练使用五金配件的能力；
	9.具备通过精确测量、制作和组装，使家具各零部件间达到接近完美结合的能力；
	10.具备实现高质量家具外观的能力。
	四、竞赛实操流程
	各参赛队集中比赛，选手自带组装工具，赛场提供备用工具，竞赛内容安排如下：
	竞赛内容安排
	五、赛项创新点
	（一）改变过去家具设计师的培养重方案轻制造，重外形轻结构，重好看轻好用，重结果轻过程，重效果轻价值等
	（二）竞赛考查了家具设计师从设计创意、设计表现、设计实施到组织管理的家具设计与制造的全过程与综合能力
	（三）设计作品实物化呈现，不仅有较强的可观赏性，更可以验证设计师的创意与现实作品之间的差距，以此可以
	这是中国历史上对设计师这个行业第一次以这样全方位的方式进行竞赛，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从理论、设计和实
	（五）本次竞赛方式和内容的构建与实现，为国内设计类人才培养提供了依据与样板，对举办设计类比赛也是一次
	六、职业道德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工作认真负责，爱岗敬业，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3、严格执行工作程序、工作规范、工艺文件和安全操作规程；
	4、爱护设备及工具、夹具、刀具、量具；
	5、着装整洁，符合规定；保持工作环境清洁有序，文明生产。
	七、选手须知
	1.选手应熟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2.参赛选手应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监考人员管理，违者取消本次竞赛成绩；
	3.参赛选手必须按竞赛时间，提前到达赛场（理论竞赛提前15分钟入场；实际操作竞赛提前30分钟开始检录
	4.参赛人员应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穿工作服，安全鞋、操作时戴护目镜，女选手佩带工作帽；
	5.理论考试参赛选手除携带竞赛必备的工具、文具（如笔、尺、普通计算器等）外，赛场不准带入技术资料和任
	6.各参赛人员集中比赛，选手自带组装工具，赛场提供备用工具；
	7.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监考人员同意后作特殊处理；
	8.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如遇问题需举手向监考人员提问，选手之间互相询问按作弊行为处理；
	9.在竞赛规定时间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或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
	10.交件前，确认好已操作完成，交件后不可再行操作。裁判员要对上交的工件进行加密；
	11.参赛选手交件后，必须将自己的工位清扫干净。把赛场准备的工具按操作规程摆放整齐，将自备物品带离赛
	12.待赛人员，应在指定地点等候（候赛室），听从指挥，不得擅自出入。
	八、工作人员须知
	1.树立服务观念，一切为选手着想，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作风，积极完成本职任务
	2.注意文明执裁，保持良好形象，熟悉竞赛方案；
	3.于赛前45分钟到达赛场，严守工作岗位，不迟到，不早退，不脱岗；
	4.熟悉竞赛规程，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规定办事，遇突发事件，按照安全工作预案，组织指挥实施，确保人
	5.服从统一领导，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加强协作配合，提高工作效率。
	九、评判规则
	（一）理论比赛评判
	理论知识考试成绩评定由考试系统自动评分和汇总成绩或裁判打分完成。
	（二）实操比赛评判
	1、实操比赛由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组成。制作的过程、操作规范性全程为过程考核，设计方案制图的标准和规范
	2、考核标准按照所对应的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及以上要求，借鉴世界技能大赛考核评价方法，组织评判；
	3、作品及相应尺寸、安全要求检测由专家及裁判人员，应用检测设备和手工检测完成；
	4、成绩评定由专家组组织裁判根据评定结果和评分表完成。
	十、成绩评定方法
	（一）实际操作竞赛评分说明
	1.选手竞赛时违反安全文明操作规程，现场监考人员需将违规现象记录在册，并由选手签名确认，扣分情况由大
	2.对于竞赛中出现的作弊行为将严肃处理，并取消竞赛资格；
	3.未尽事宜，由大赛裁判组裁决。
	（二）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
	1.参赛选手的成绩评定由大赛组织委员会裁判组负责。
	2.成绩评定方法：
	竞赛总成绩由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成绩组成。
	（1）理论知识部分，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20%。
	（2）实际操作部分，满分为100分，占总成绩的80%。
	上述两部分成绩由组委会裁判组评分裁判员根据评分标准统一阅卷、检测、评分与计分，并以此排出竞赛名次。（
	（三）参赛选手的最终名次确定
	本次竞赛不设并列奖项，名次依据以下排名规则排序：
	1.依据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项成绩之和排名，即总成绩较高者名次在前；
	2.总成绩相同者，实际操作成绩高的团队名次在前；
	3.实际操作成绩相同者，实际操作比赛所用时间短者名次在前；
	4.如再相同，则以裁判组最终裁决为准。
	十一、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竞赛规定的设备、工具和备件，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指导教练，在申诉选手所参加竞赛结束24小时内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工作组
	（二）仲裁
	1.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保证竞赛结果公平公正，大赛组委会下设仲裁工作组。仲裁工作组负责受理大赛中出现
	2.仲裁工作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并将处理意见尽快通知领队或当事人；
	3.仲裁工作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竞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十二、竞赛组织及职责
	竞赛在组委会统一领导下进行。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负责大赛的组织安排和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辽宁
	大赛办公室主任：
	石洪祥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会长
	大赛办公室副主任：
	范  勇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秘书长
	裁判组：
	组  长：祖树武  辽宁省家具协会会长   
	裁判组职责：制定各工种竞赛实施方案，比赛全过程技术指导，实际操作试题的评分等工作。
	赛务组：
	张佳妮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李巨峰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赛务组职责：比赛场地、宾馆的选址；礼仪员（引导员）、服务人员、监考人员、安全人员、设备维护人员、卫生
	会务组：
	李  澄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张艺馨  辽宁省轻工业联合会办公室
	会务组职责：接待各参赛代表队；安排食宿、车辆、接送站；发放会议文件、用品；大赛医疗、保卫。
	监审组： 
	邀请政府监审人员
	监审组职责：对比赛全过程进行监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