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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陕西省中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赛点赛程安排及报道须知

各参赛单位：

2020 年陕西省中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自陕教职办〔2020〕

23 号文件下发以来，我赛点积极准备。根据大赛总体安排，大赛组

委会决定在我校进行装配钳工技术、车加工技术、数控铣削综合制

造技术、数控车加工技术四个项目比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比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11 日

地点：西安航天技工学校

二、报到时间、地点、乘车路线

1.报到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 14:00-19:00

2.报到地点：西安航天技工学校（西安市航天基地神舟二路 211

号），天泓楼一层大厅。

3.乘车路线：

实操抽签

车加工技术实操赛场

数控车加工实操赛场

数控铣削加工实操赛场

装配钳工实操赛场

报 到

开、闭幕式

数控车理论赛场

数控铣削理论赛场

车加工理论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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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乘坐机场大巴到钟楼饭店，转乘西安

地铁 2 号线到凤栖原 D 口出站，向东 1km 即到学校。

（2）西安北客站出站后乘坐地铁 2 号线到凤栖原 D 口出站，向

东 1km 即到学校；西安北客站北广场出站后乘坐地铁 4 号线到航天

大道站 A 口出站，向西 2km 即到学校。

（3）西安火车站南广场乘坐 500 路或 500 路区间（途径五路口、

大差市、大雁塔）在凤栖东路东口下车即到。

地理位置如下图所示“航天技校”处。

4.附近宾馆信息：

神舟酒店：029-85609596，凤栖东路与神舟一路十字向东 150

米（凤栖原地铁站向东 800 米）；

天宇菲尔德：029-89256666，神舟三路 239 号；

富凯隆酒店 029-85620000，神舟二路雁南小区正对面。

5. 报到联系人：林周宁（15877485349）

三、参赛须知

1.参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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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手报名表 1 份（盖章签字），一寸照片一张；

（2）选手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选手身份证明。学生用所就读学校学生证或纸质证明。

备注：报名表及纸质证明收交原件，资格审查后（证件）收交

复印件，原件退还选手。请提前准备复印件。

2.参赛费用：大赛不收取费用，食宿由各参赛单位自理。

3.大赛安排：详见附件 1。

四、注意事项

1.由于赛事组织工作接待能力有限，疫情期间各参赛单位严格

规定人数参加，每队领队、指导老师不得超过 2 人。

2.请各参赛单位自行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确保选手竞赛期间的各项安全问题。

3.所有参赛领队（教练）、选手请务必于 10 月 9 日 19 点前至

指定地点报到，并办理入住登记。

4.比赛期间请各个单位选手及相关人员严格按照赛点防疫工作

要求做好防疫工作。

5.请各校严格遵守时间安排，按时到指定地点参加报名及相关

活动。

6.参赛选手应遵守赛场纪律，尊重和支持评委和会务工作人员

的工作，不随意进入比赛及其它禁止入内的区域，确保比赛进程的

公平、公正、顺利、高效。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和安排，爱护

现场设备和器材。

7.请各位领队做好本队人员安排，做好参赛选手的组织工作和

思想工作，树立良好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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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比赛期间请各位领队、指导老师、选手注意交通及饮食安全。

9.请各参赛单位领队务必确保大赛期间通信畅通。

10.未按时报到的参赛队，取消参赛资格。

特别提醒：选手身份证原件、学生证（或在校证明）为本次大

赛选手身份证明，缺一均不得参赛。

五、赛务组联系电话

1.赛点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林周宁：15877485349

2.赛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田 红：15319482742

3.报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杨 源：18729019734

4.设备技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石长国：13772036640

5.保障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昝 震：13022814578

附件：2020 年陕西省中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西安航天技工

学校赛点赛程安排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赛点

2020 年 10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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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陕西省中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赛点赛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联系人

10 月 9 日

14:00-19:00 参赛队报到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天

泓楼大厅

杨 源

18729019734

14:00-19:00
车加工、数车、数铣选手

抽取电脑机位号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天

泓楼大厅

杨 源

18729019734

14:00-19:00 车加工、数控类熟悉设备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天

湛楼（实训中心）

王文超 13279325780

石长贺 13991283936

14:00-19:00 工具存放 天瀚楼 104 教室
王海鹰

13028424941

10 月 10 日

8:40-9：30
赛点开幕式

及赛前说明会

天泓楼 3楼报告厅及

分会场

林周宁

15877485349

10:10-11：40数控铣理论考试（11 人）
天泓楼三楼

CAD 集训中心

田 红

15319482742

10:10-11：40数控车理论考试（21 人）
天泓楼三楼

CAXA 体验中心

杨 源

18729019734

10:30-11：30
车加工技术理论机位号

及实操工位号抽取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天

湛楼（实训中心）

石长贺

13991283936

10:30-11：30
装配钳工工位号抽取

及工具到位
天浩楼一楼

昝 震

13022814578

14:30-16：00 车工理论考试（16 人）
天泓楼三楼

CAD 集训中心

叶 茜

15619028259

14:00-18：00
数控车实操考试

第一场（11 人）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天

湛楼（实训中心）

王文超

13279325780

14:00-18：00
数控铣实操考试

第一场（7人）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天

湛楼（实训中心）

王文超

13279325780

14:00-18：00
装配钳工实操考试

（29 人）
天浩楼一楼

昝 震

1302281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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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林周宁（15877485349，18092398127，029-85615565）

说 明：根据参赛队伍的数量、比赛速度以及天气情况综合考虑，时间安

排如有变化，以最后通知为准。每场实操考试提前 30分钟检录！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联系人

10 月 11 日

8:00-12:00
数控车实操考试

第一场（10 人）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

天湛楼（实训中心）

王文超

13279325780

8:00-12:00
数控铣实操考试

第一场（4人）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

天湛楼（实训中心）

王文超

13279325780

8:00-12:00
车加工实操考试

（16 人）

西安航天技工学校

天湛楼（实训中心）

石长贺

13991283936

17：00 闭幕式及颁奖
天泓楼 3楼报告厅

及分会场

林周宁

15877485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