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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 年至2016年 已经连续举从2007年至2016年，已经连续举

成功举办，这要归功于国家有关部委
承办校的辛勤筹备 赞助企业的热情承办校的辛勤筹备、赞助企业的热情
这也充分体现了赛事的生命力。中职
的舞台 也是中职学校展示专业发展的舞台，也是中职学校展示专业发展
学校受益非浅，值得回顾和交流。

现在，我受赛项执委会的委托，
结，不当之处，欢迎指正。结，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举办了十届大赛 每届大赛都能举办了十届大赛，每届大赛都能

委的指导、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情配合以及各学校的积极参与情配合以及各学校的积极参与，
职汽修大赛是中职学生展示自我
展成果和学习交流的盛会 很多展成果和学习交流的盛会。很多

就2016年赛事情况进行简单总



一、2016年大赛概况
1、赛事变化

根据教育部的统 要求根据教育部的统一要求，
变化。简单概括为“2变、3变化 简单概括为 变
项变为统筹赛项、比赛时间
本不变 比赛车型和设备不本不变、比赛车型和设备不

2016年大赛管理模式有新2016年大赛管理模式有新
不变”。即大赛由自筹赛不变 即大赛由自筹赛
较往年提前；赛项内容基
变 承办学校不变变、承办学校不变。



一、2016年大赛概况

2、参赛选手
今年有来自全国37个

列市的140多所学校的42列市的140多所学校的42
中参加团体赛的选手142中参加团体赛的选手142
71人，车身涂装的选手6

人 机电个人的选手72人，机电个人的选手7

况

个省、直辖市、计划单
26名选手参加比赛 其26名选手参加比赛，其
人、车身修复的选手人、车身修复的选手

68人，汽车空调的选手
人3人。



一、2016年大赛概况
3、赛场改造
大赛执委会针对去年比赛的不大赛执委会针对去年比赛的不

在一天之内赛完的建议，对今年
如 汽车空 维修赛场的 赛如：汽车空调维修赛场的比赛工

了监控摄像头和尾气抽排系统，了 控摄像头和尾气抽排系统
进行了统一铺设。车身涂装赛场
行了更换和完善 这些改造措施行了更换和完善。这些改造措施
行。

况

不足和部分学校对空调赛项应不足和部分学校对空调赛项应

年的赛场又进行了部分改造。
增加到 个 时 增工位增加到11个，同时还增设

，部分有大剪设备的工位场地部分有大剪设备的 位场
场对空压机和管路相关系统进
施有力地保证了赛项的顺利进施有力地保证了赛项的顺利进



赛事的 放
一、2016年大赛概况
4、赛事的开放
为了体现大赛的公平 公为了体现大赛的公平、公

项目方案论证、设备遴选开
参加 时除 个人赛的故参加，同时除了个人赛的故
工序外，其他项目都全部公工序外，其他项目都全部公
校的建议，也是要也借用这
极性 同时监督和帮助改进极性，同时监督和帮助改进

况

公正 公开的原则，今年从公正、公开的原则，今年从

开始就吸收了部分学校的代表
故障诊断 空 项 漆故障诊断和空调项目以及调漆
公开，这既是吸取了大多数学公开，这既是吸取了大多数学
这种公开，调动学校参与的积
进我们的工作进我们的工作。



二、2016年奖项分布
赛项 一等奖 二等奖赛项 等奖 等奖

山东-2,江苏,浙江,
重庆 青岛

宁波-2,河南-2,深圳,重庆,
安徽 厦门 辽宁 云南 福建重庆,青岛 安徽,厦门,辽宁,云南,福建
江苏

机电 山东-2,江苏,浙江,
青岛 大连 宁波

重庆,广东-2,陕西,青岛,浙
波 安徽 2 贵州 江西 河南青岛,大连,宁波 波,安徽-2,贵州,江西,河南
海南,江苏

空调 江苏-2,浙江,青岛,
宁波 2 吉林

北京,安徽,黑龙江,重庆,新
设兵团 广东 大连 深圳 河宁波-2,吉林 设兵团,广东,大连,深圳,河
东,上海,贵州,辽宁,浙江

涂装 山东,江苏-2,浙江, 宁波,安徽,河南,浙江,广东
宁波,上海,广东 江西-2,贵州,上海,厦门,陕

北,四川
修复 江苏,浙江,重庆, 山东-2,福建,青岛,海南-2,修复 江苏,浙江,重庆,

青岛,宁波,北京,
上海

山东 ,福建,青岛,海南 ,
江,天津,安徽,湖北,河南,江
广东,上海

三等奖等奖

,贵州,
建 四川

贵州,海南-2,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四川,大连,黑
江-2 安徽 深圳 北京 新疆建设兵团 上海 天津建,四川, 江 2,安徽,深圳,北京,新疆建设兵团,上海,天津
厦门,内蒙古-2

浙江,宁
南 湖北

上海-2,北京-2黑龙江,深圳-2,吉林-2,湖南,厦门
云南 海南 河南 四川 2 湖北 河北 贵州 内蒙古南,湖北, 云南,海南,河南,四川-2,湖北,河北,贵州,内蒙古
西

新疆建
河南 山

云南,青岛,湖北,四川-2,上海,黑龙江,山东,陕西
北 广东 宁夏 天津 2 新疆建设兵团 内蒙古 辽宁河南,山 北,广东,宁夏,天津-2,新疆建设兵团,内蒙古,辽宁
南,广西,厦门,深圳,安徽

东,福建, 大连-2,重庆-2,青岛,深圳-2,河南,云南,新疆建设
陕西,湖 团,广西-2,海南,辽宁,黑龙江,湖北,山东,天津,内

古-2

,黑龙 江苏,广东,陕西,福建,宁波,吉林,内蒙古-2,重庆,黑龙
江西,

江苏,广东,陕西,福建,宁波,吉林,内蒙古 ,重庆
西,湖北,辽宁-2,四川,大连-2,浙江,贵州,湖南,青
2



2016年各奖项分布情况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竞争更加激烈，中西部地区发展迅迅速



2009年奖项分布
赛项 一等奖 二等奖赛项 等奖 等奖

宁波,广东-2,北京,
山东 上海 贵州

江苏,深圳,陕西,内蒙古,宁
西 重庆 北京 河南 山西 贵山东,上海,贵州,

大连
西,重庆,北京,河南,山西,贵
辽宁,陕西,大连,河北

机电 上海,厦门-2,河北,
北京 广东 深圳

广东,天津-2,江苏-2,河北,
2 福建 宁波 大连 浙江 湖北京,广东,深圳,

湖北
2,福建,宁波,大连,浙江,湖
京,上海

涂装 北京 宁波 2 江苏 湖北 2 江苏 厦门 北京 广涂装 北京,宁波-2,江苏,
浙江,上海,重庆,
湖北

湖北-2,江苏,厦门,北京,广
连,山东,浙江,河北-2,天津
,吉林,四川,上海

修复 江苏-2,上海,湖北,
大连,宁波,北京,
浙江

山东,河南-2,吉林,天津,广
北京,四川-2,湖北,上海,湖
江浙江 江

三等奖等奖

宁波,江
贵州

湖北,江苏,上海,厦门,天津-2,青岛,深圳,宁夏,黑
江-2 安徽 吉林-2 浙江-2 广西 河北 辽宁 重庆贵州, 江 2,安徽,吉林 2,浙江 2,广西,河北,辽宁,重庆

,山东-
湖北 北

福建,广西-2,辽宁,贵州,河南,安徽-2,深圳,浙江
南 大连 江西 青岛 黑龙江 吉林 湖南 重庆 海南湖北,北 南,大连,江西,青岛,黑龙江,吉林,湖南,重庆,海南
川

广东 大 福建 2 山西 2 深圳 山东 陕西 2 大连 广西 四广东,大
津,湖南

福建-2,山西-2,深圳,山东,陕西-2,大连,广西,四
重庆,天津,湖南,厦门,江西,河南,新疆,西藏,海南

广东-2,
湖南,浙

陕西,天津,贵州-2,大连,厦门,湖南,广西-2,深圳
北-2,重庆,宁波,安徽,山西-2,吉林,海南-2



三、各赛项成绩分析
2016年选手理论2016年选手理论论考试成绩统计表论考试成绩统计表



1、理论考试简评：
）2016年机电团体、个人和汽车空调的选）2016年机电团体、个人和汽车空调的选

共有4人满分（2015年7人），占考试人数
2）2016年车身修复选手理论考试有12人
的16.09%；
3）2016年车身涂装选手理论考试有3人满
数的4%数的4%。

从理论考试的成绩看，新疆、宁夏、山

手理论成绩不及格。希望这些地区的学校手理论成绩不及格。希望这些地区的学校
的好坏不仅影响着选手比赛总成绩，也影
业的需要和孩子们将来的发展上看，需要
型人才，理论基础扎实的选手未来上升的

10

选手仍然是进行统一的理论考试。选手仍然是进行统 的理论考试。
数的1.4%；
满分（2015年8人），占考试人数

满分（2015年为99分），占考试人

山西、西藏、河北等5个地区的选

校能要重视理论知识教学，理论成绩校能要重视理论知识教学，理论成绩
影响学生未来的整体素质教育。从行
要的是具有一定理论知识支撑的技能
的道路更宽。



2 团体实操项目 2015—2016年机电团体比
2.团体实操项目

比赛总成绩统计表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 团体项目2.团体项目
1）定期维护项目

作业内容与2015年一样，但是考核要求
定期维护作业的要求是操作规范、动作

报不做、作业不到位、违反作业规则、双
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选手在比赛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对个别项目未真正理解其目的和标

处脱落，仅有2—3队选手发现；

二是在排放机油过程中，机油还在处于二是在排放机油过程中，机油还在处于

三是对量具的清洁不到位。

求更加严格。
作到位、数值准确、记录清晰，杜绝光
双人配合不默契等情形。

标准，如设置的制动分泵软管从固定卡

于线状流动时就安装油堵螺栓。于线状流动时就安装油堵螺栓。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车轮定位项目

作业内容与2015年一样。按照

序对指定车辆进行车轮定位作业，
报告。同时增加了针对实际车轮定
考察选手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也
设备、正确得到测量结果，还要对
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处理意见。

照相关技术要求和自行编排的作业顺

并打印一份完整的车轮定位数据
定位问题的问卷，以选择题的形式
也就是要求选手不仅能够合理使用
对测量结果依据理论知识和经验，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015-2016年车轮定位赛项

车型和
项目

年度
车型

作业
点

故障
年度

2015年 科鲁兹
1.6AT

180个 1、右前轮胎
2、前轮轮胎

2014款 3、车内后排
4、车轮轮胎
一致致

2016年 科鲁兹
1.6AT
2014款

180个 1. 胎压不
2. 轮胎型
3 后排座2014款 3. 后排座

4. 后备箱
车工具

项设置一览表

障点 车轮定位参数调整

胎压不足
胎有异物

前轮前束调整

排有异物
胎与铭牌不

不足
型号不符
座位有异物座位有异物

箱备胎下随
具缺失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简评：
团体赛竞争异常激烈，优秀选手

小失误都会导致成绩排名波动很大，
总之，团体赛项目必须要在流程

质量等方面下功夫，既要注重学生规
生操作方法与技巧的强化训练，把每
较好的成绩。

手间的成绩非常接近，选手任何一个
，前7名选手成绩的分值相差3.26分
设计、工具使用、作业方法、作业

规范操作习惯的养成，又要注重学
每个作业项目做细做实，才能取得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3.个人机电项目3.个人机电项目
1）拆装项目仍然是“发动机曲柄连杆机

寸测量）和组装”。要求完成曲轴和曲
对曲轴轴向间隙、主轴承间隙、曲轴不
连杆机构的检查、组装和拆解维修记录
2）故障诊断项目则要求对雪佛兰科鲁兹2）故障诊断项目则要求对雪佛兰科鲁兹

定的系统进行故障诊断，步骤包括前期
认、故障诊断等，并填写相关记录等。认、故障诊断等，并填写相关记录等。

比赛车辆有两个故障描述，一个是车
相对应的故障设定为：一是K20 X2/66－
损坏，线路故障为X900/6-E29RR/2。

机构的拆解、检查（包括外观检查和尺

轴主轴承的拆卸、检查、测量、组装；
圆度等进行测量， 填写《发动机曲柄
表》，计算和确定维修方案。
兹轿车（2014款1 6SL AT天地版）指兹轿车（2014款1.6SL AT天地版）指

准备、安全检查、仪器连接、症状确

车辆无法起动，另一个是后雾灯不亮。
－Q12/1线路断路，二是F2UA保险丝



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015 2016年机电个人2015-2016年机电个人人比赛成绩统计表人比赛成绩统计表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简评：简评：
A 拆装项目主要集中地问题在于：
（1）部分选手测量要点和方法不（1）部分选手测量要点和方法不
（2）工具的正确选择和使用
B诊断项目中还存在一些问题。B诊断项目中还存在 些问题。
① 未按提示性工单进行诊断。

②部分选手对故障原因的分析能力②部分选手对故障原因的分析能力
比较薄弱，在部件测试和电路测量

总之，拆装项目要依据手册的拆装总之，拆装项目要依据手册的拆装
方法；诊断项目要注重基础诊断知
理、基本分析、检查、诊断能力的理、基本分析、检查、诊断能力的

正确，导致测量错误。正确，导致测量错误。

力较差，对故障点的测试检查环节力较差，对故障点的测试检查环节
量等方面失分较多。

装步骤，熟练掌握各种量具的使用装步骤，熟练掌握各种量具的使用
知识的学习，主要还是考察基本原
的掌握和综合运用。的掌握和综合运用。



、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015年-2016年涂漆赛项成绩2015年-2016年涂漆赛项成绩绩统计表绩统计表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简评：
◆损伤处理项目上，存在环氧底漆

属的旧漆膜未完全去除、羽状边不
的配比不正确、中涂底漆的打磨使
磨等现象。损伤处理在生产实际作
的首要环节，也是重要的基本功。
◆喷涂项目上：90%的选手都能熟
但是在面漆的喷涂方面只有33%的

多选手喷涂中对清漆的饱满度、流
手出现失光、橘纹比较大的现象，
比较普遍。

漆施涂的厚度太薄 、去除裸金

不平滑、形状不规则、原子灰
使用砂纸不规范，手刨倾斜打
作业中非常重要，是修补喷涂

熟练的掌握喷涂中涂的技巧；
的选手能达到熟练掌握，有很

流平度掌握不够好，有不少选
边角漏喷色漆和清漆的情况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调色项目上：今年仍是双工序银
色 选手色母的判断不准确 指导色。选手色母的判断不准确，指导
相对较弱，学校老师需要加强调色
颜色工具包括测色仪等颜色工具包括测色仪等

总之，选手要全面掌握与修补漆工
喷枪使用的技巧 并且辨色准确喷枪使用的技巧，并且辨色准确、

银粉底色漆微调，并且为喷板比
导老师在调色方面的教学 指导导老师在调色方面的教学、指导
色方面教学能力，熟练掌握各类

工艺相关的各项技能要点，掌握
操作熟练 才能取得高分、操作熟练，才能取得高分。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015 2016年车身修复2015-2016年车身修复复成绩统计表复成绩统计表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评：评：
◆电子测量项目只有西北经济不发达地区选

绩 （新疆 兵团 宁夏 天津）绩。（新疆、兵团、宁夏、天津）。
◆板件更换项目包括了焊接、切割等车身修
目之一。部分成绩不理想的原因一是选手
方法中的基本操作手法不熟练；二是指导
别是塞焊，不能有效指导选手改进出现的
◆门板修复项目成绩两级分化严重 有16◆门板修复项目成绩两级分化严重，有16
过一半的选手操作技能达到合格水平，还

总之，车身修复赛项应采取科学的钣金总之，车身修复赛项应采取科学的钣金
手测量、拉伸、切割、焊接、修复等方面

选手接触到相应设备和车辆少，未取得好

修复人员必备的基本功，是最重要的考核
手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练习。各个焊
导教师对车身中应用的各种焊接方法不熟
的问题。

9%的选手已经达到熟练钣金工操作水平.9%的选手已经达到熟练钣金工操作水平
还有30%左右的选手水平还有待提高。

金技能训练方法，通过定量训练，不断提金技能训练方法，通过定量训练，不断提
面的技能水平。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6 空调赛项6、空调赛项

车型和项目

2015-2016年汽车空调

车型和项目

日期
车型 故障类型

2015年 第一天 科鲁兹1.6（手 电气故障
动空调）2014款

第二天 科鲁兹1 6（手 电气故障第二天 科鲁兹1.6（手
动空调）2014款

电气故障

2016年 科鲁兹1.6（手
动空调）2014款

电气故障
非电气故障

调故障设置一览表

型 故障设定

冷凝器出口高压管堵塞和空调继电器触
点接触不良

膨胀阀堵塞和空调继电器线圈断路膨胀阀堵塞和空调继电器线圈断路

障

1蒸发器温度传感器信号飘移，读数据
流持续显示蒸发器温度为9 ℃
2低压加注口处制冷剂泄漏低压加注 处制冷剂泄漏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2015年-2016年汽车空调维修项目成绩统计表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存在问题：存在问题：
1、部分选手在进行流程操作时，没有吃
故过程中不能灵活选用相关流程；
2、部分选手尽管找到了故障点，但排故
教师有一定的关系；
3 部分参赛学校的指导老师 不以全面3、部分参赛学校的指导老师，不以全面
好的比赛成绩，片面地采取押题、猜题
4、选手的竞赛心里素质和应变能力有待4、选手的竞赛心里素质和应变能力有待
5、依旧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指导老师，在

断训练，而忽视了汽车空调系统常规制
对比赛设置的故障束手无策。

吃透行业标准的精神实质，使得在排

故思路混乱，缺乏逻辑性，这与指导

面传授学生知识为宗旨 而是为取得面传授学生知识为宗旨，而是为取得
的方法指导学生；
待提高；待提高；
在日常的训练中侧重于电器故障的诊

冷剂循环理论等知识的训练，导致面



三、各赛项及成绩分析

1、整体来看，选手空调成绩全面提升，
去年为62.2%，中西部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去年为6 %，中西部地区与经济发达地
2、部分选手依旧对理论考试重视不足，
完成达到了一等奖水平，但因理论成绩仅

部分 部地区学校进步较快 如新疆3、部分西部地区学校进步较快，如新疆
一个获得二等奖第5名，另一个获得三等

及格率大幅上升，今年达到72.2%，
地区间差距缩小；地区间差距缩小；
如西部某学校的选手，其实操成绩

仅为70分，最后仅获得二等奖；
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的两名选手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的两名选手，
等奖的第13名，取得了历史的突破。



四、技术支持

因地制宜的改造赛场，满足比赛条

于今年空调赛场工位增加和涂装赛于今年空调赛场工位增加和涂装赛
实地勘测、规划和设计新布局。经

山东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赛山东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赛
改造工作。5月11日，大赛执委会组

场地进行了统一的用电 用气压力场地进行了统 的用电、用气压力
条件。

条件

场管路改造 执委会组织专家组进场管路改造，执委会组织专家组进
经过20多天，在专家组的悉心指导下

事筹备组的努力下 顺利完成了赛事筹备组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赛
组织了专家组和各相关支持企业对比

测试 结果显示 赛场基本满足比测试。结果显示，赛场基本满足比



四、技术支持

、组织赛前指导教师培训
麦特公司、博世公司、PPG公司分别麦特公司、博世公司、PPG公司分别
导教师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对2
深度解读；对往年比赛中的薄弱环节深度解读；对往年比赛中的薄弱环节
比赛难度较大的技能技巧进行手把手
老师的实战经验，达到了预期效果。老师的实战经验，达到了预期效果。

别在各地培训中心或学校组织赛前指别在各地培训中心或学校组织赛前指
016年赛项规程中赛项技术方案进行

节以及正确的操作方法进行讲解；对节以及正确的操作方法进行讲解；对
手传授。通过上述培训，强化了指导



四、技术支持

编辑、出版大赛指导性专刊
汽车维护与修理》杂志社在4月初就车维护 修 杂 社在 月 就

业学校“雪佛兰杯”汽车运用与维
校赠送了该刊物，希望能帮助中西校赠 了该刊物 希望能帮助中西
。
公布赛前技术文件和赛项说明

大赛执委会根据赛前准备工作的进程
料、实物照片、赛项说明等全部公

就正式出版发行了2016年全国中等就 式 行 年 中等

修技能大赛专刊，同时对部分西部
部地区的学校掌握到大赛的相关信部 区的学校掌握到大赛的相关信

程和调整情况，适时将最新的技术
布上网。



四、技术支持

、开展网上答疑专项服务
赛项执委会在将赛项规程和技术方赛项执委会在将赛项规程和技术方

赛专用答疑邮箱，为各参赛学校与赛
有效的途径有效的途径。

各地训练中遇到技术难题或困惑的
项执委会组织相关专家给予解答 并项执委会组织相关专家给予解答，并
封来自各个学校的答疑邮件，网上公

方案挂网的同时 在网上设立了大方案挂网的同时，在网上设立了大

赛项执委会之间的沟通提供了畅通

的问题，通过邮件沟通方式，由赛
并在网上公布 2016年共收到60多并在网上公布。2016年共收到60多
公布的解答答疑达到120多条。



五、裁判工作
本次大赛除各赛项裁判长外，应本次大赛除各赛项裁判长外，应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从裁判库中抽取
职和中职（非参赛院校）院校专业骨职和中职（非参赛院校）院校专业骨
到总数的45.7%以上。新的裁判人数

为了保障赛公平、公正，大赛执为了保障赛公平、公正，大赛执

实操培训。同时整个评分过程采用裁
核的严格程序，保证了评分原则的一核的严格程序，保证了评分原则的
均通过监督组的统一复审,确保成绩

另外，涂装和车身修复项目比赛另外，涂装和车身修复项目比赛
公开展示，受到参赛学校一致好评。

应到 名裁判。裁判队伍组成仍然应到 名裁判。裁判队伍组成仍然

取裁判，吸纳了部分来自本科、高
骨干老师，来自职业院校的裁判占骨干老师，来自职业院校的裁判占
数占到总数的46%。
执委会特地加强了裁判员的理论和执委会特地加强了裁判员的理论和

裁判计分、裁判长审核、统计组复
一致性和准确性。选手的最终成绩致性和准确性。选手的最终成绩

绩的录入无误。
赛评分结束后，都将所有最终作品赛评分结束后，都将所有最终作品
。



六、赛事组织上的不足
1 由于市场已无法购买到比赛车型1.由于市场已无法购买到比赛车型
准备以及比赛效果；同时对比赛的
2 新裁判的加入 给提高裁判执裁2.新裁判的加入，给提高裁判执裁
；
3 在比赛设备的保障上过细准备不3.在比赛设备的保障上过细准备不

，今年同样也对所有设备进行了安
但仍然出了 些问题 例如 个。但仍然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个

故障，影响了比赛进程，尽管按照
的处理 但毕竟影响了参赛选手的的处理，但毕竟影响了参赛选手的
见。

可能影响部分新参赛学校的备，可能影响部分新参赛学校的备
公平性提出了挑战。
水平和执裁 致性造成了 定难水平和执裁一致性造成了一定难

够 尽管为了保证大赛的顺利进够，尽管为了保证大赛的顺利进

装、调试、维护和全负荷压力测
别赛场工位恢复不到位或设备出别赛场工位恢复不到位或设备出
大赛的规定和应急预案，做了相
情绪 导致了 些参赛学校产生情绪，导致了一些参赛学校产生



、赛事展望

中职汽修大赛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中职汽修大赛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
速发展的10年，这是不争的事实。为

我们将更广泛收集参赛学校对大赛我们将更广泛收集参赛学校对大赛
要求，做好今后赛事的规划。几点设
1 继续加大开放性 如赛址选择（考1,继续加大开放性，如赛址选择（考

设备遴选、裁判构成、成绩的公开
2 加强合作企业的管理 设立退出机2,加强合作企业的管理，设立退出机
3,优化裁判库，加强裁判培训和考评
4 适时更新赛项 创新赛制4,适时更新赛项，创新赛制。
5,促进区域交流和合作。特别是对西
6 转化大赛成果 提升师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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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化大赛成果，提升师资水平。

头 大赛的10年是中职汽修专业快头，大赛的10年是中职汽修专业快
为了让这项赛事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赛的意见和建议 结合教育部有关赛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教育部有关
设想：
考虑向中西部倾斜） 赛项设立考虑向中西部倾斜）、赛项设立、
（仅对各自学校）等。
机制机制。
评，设立淘汰机制。

西部地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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