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3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第一号通告 

 

经专家组评审，并广泛征求了相关行业指导委员会、各

设区市教育局和各职业院校意见，现将 2023 年江苏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拟设赛项予以通告（见附件），最终赛项以正

式文件为准。 

如国赛增设赛项，将组织预报名。对于报名参赛队伍达

到一定数量的赛项组织正式省赛；对于未达到一定数量的赛

项，采取选拔赛方式确定参加国赛队伍。 

                           

附件： 

1.2023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拟设赛项 

2.2023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拟设赛项 

 

 

 

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14 日 



附件1：

赛项编号 组别 专业类别 竞赛项目

JSZ202301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农林牧渔类 蔬菜嫁接

JSZ202302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农林牧渔类 农机维修

JSZ202303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农林牧渔类 禽病综合诊断

JSZ202304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农林牧渔类 手工制茶

JSZ202305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土木水利类 建筑装饰技能

JSZ202306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土木水利类 工程测量

JSZ202307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土木水利类 工程算量（BIM技术）

JSZ202308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土木水利类 建筑CAD

JSZ202309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土木水利类 建筑智能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JSZ202310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土木水利类 建筑设备安装与调控（给排水）

JSZ202311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数控综合应用技术

JSZ202312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数控机床装调与智能化

JSZ202313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JSZ202314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

JSZ202315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机器人技术应用

JSZ202316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电梯维修保养

JSZ202317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焊接技术

JSZ202318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零部件测绘与CAD成图技术

JSZ202319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工业机械自动化

JSZ202320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机电一体化设备组装与调试

JSZ202321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电气安装与维修

JSZ202322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制冷与空调设备组装与调试

JSZ202323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电子技术

JSZ202324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加工制造类 工业总线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JSZ202325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通信与控制系统集成与维护

JSZ202326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虚拟现实（VR）制作与应用

JSZ202327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交通运输类 汽车机电维修

JSZ202328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交通运输类 车身修理

JSZ202329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交通运输类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2023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拟设赛项一览表



赛项编号 组别 专业类别 竞赛项目

JSZ202330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交通运输类 汽车营销

JSZ202331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石油化工类 工业分析检验

JSZ202332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石油化工类 化工生产技术

JSZ202333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能源与新能源类 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

JSZ202334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物联网技术应用与维护

JSZ202335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网络安全

JSZ202336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JSZ202337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智能家居安装与维护

JSZ202338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网络搭建与应用

JSZ202339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工业产品设计与创客实践

JSZ202340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网络布线

JSZ202341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信息技术类 数字影音后期制作技术

JSZ202342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会计技能

JSZ202343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电子商务技能

JSZ202344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沙盘模拟企业经营

JSZ202345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现代物流综合作业

JSZ202346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旅游服务类 酒店服务（餐饮服务、客房服务）

JSZ202347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旅游服务类 导游

JSZ202348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旅游服务类 烹饪

JSZ202349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医药卫生类 健康促进

JSZ202350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医药卫生类 中药传统技能

JSZ202351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医药卫生类 药物制剂压片技术

JSZ202352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休闲保健类
形象设计

（美发与美容）

JSZ202353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轻纺食品类 服装设计与工艺

JSZ202354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文化艺术类
艺术设计

（平面、环艺）

JSZ202355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文化艺术类
艺术表演

（舞蹈、声乐、器乐）

JSZ202356 中职学生组、中职教师组 文化艺术类 模特表演



附件2：

类别 赛项编号 拟设竞赛项目 拟设组别 备注

农林牧渔类 JSG202301 园艺 高职学生组 曾用名：园林景观设计与施工

农林牧渔类 JSG202302 花艺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曾用名：艺术插花

农林牧渔类 JSG202303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农林牧渔类 JSG202304 鸡新城疫抗体水平测定 高职学生组 2023年省赛新增

资源环境与安全类JSG202305 工程测量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资源环境与安全类JSG202306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高职学生组

土木建筑类 JSG202307 建筑装饰技术应用 高职学生组

土木建筑类 JSG202308 建筑工程识图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曾用名：建筑信息建模与应用

装备制造类 JSG202309 复杂部件数控多轴联动加工技术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曾用名：数控加工综合应用技术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0 工业设计技术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曾用名：工业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1 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 高职学生组 曾用名：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及智能化改造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2 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13 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高职学生组 2023年省赛新增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4 机电一体化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能源动力与材料类JSG202315 风光互补发电系统安装与调试 高职学生组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6 机器人系统集成 高职学生组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7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8 智能电梯装调与维护 高职学生组

装备制造类 JSG202319 工业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高职学生组

装备制造类 JSG202320 机器视觉系统应用 高职学生组 2023年省赛新增

2023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拟设赛项一览表



类别 赛项编号 拟设竞赛项目 拟设组别 备注

生物与化工类 JSG202321 化工生产技术 高职学生组

生物与化工类 JSG202322 化学实验技术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3 电子产品设计及制作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4 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5 嵌入式技术应用开发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6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7 5G全网建设技术 高职学生组 曾用名：通讯网络建设与部署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8 物联网技术应用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29 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0 软件测试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1 网络系统管理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2 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3 移动应用开发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4 云计算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曾用名：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5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高职学生组

电子与信息类 JSG202336 Web技术 高职学生组

医药卫生类 JSG202337 护理技能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医药卫生类 JSG202338 中药传统技能 高职学生组 2023年省赛新增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JSG202339 健康与社会照护 高职学生组

公共管理与服务类JSG202340 养老服务技能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1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高职学生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2 关务技能 高职学生组



类别 赛项编号 拟设竞赛项目 拟设组别 备注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3 市场营销技能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4 电子商务技能 高职学生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5 智慧物流作业方案设计与实施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6 货运代理 高职学生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7 创新创业 高职学生组 2023年省赛新增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8 智能财税 高职学生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49 会计技能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财经商贸类 JSG202350 银行业务综合技能 高职学生组

旅游类 JSG202351 导游服务 高职学生组

旅游类 JSG202352 烹饪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旅游类 JSG202353 餐厅服务 高职学生组

文化艺术类 JSG202354 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 高职学生组 2023年省赛新增

装备制造类 JSG202355 汽车技术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轻工纺织类 JSG202356 服装设计与工艺 高职学生组

教育与体育类 JSG202357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高职学生组

教育与体育类 JSG202358 英语口语 高职学生组

文化艺术类 JSG202359 艺术设计
高职学生组
高职教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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