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编号：ZZ-2022037 

赛项名称：现代物流综合作业 

英语名称：Modern logistics integrated operation 

赛项组别：中职组 

赛项归属产业：现代服务业 

二、竞赛目的 

服务一带一路、互联网+等国家战略，适应以互联网、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现代供应链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模式和

新业态下物流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文件精

神，推动中职物流专业教学标准的完善与实施，规范教学内容、提高

教学质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引导中职物流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

以培养适应智慧物流发展趋势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增强学生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为目标，展示参赛选手在物流中心现场

准确、规范、安全及文明作业等方面的技能和职业素养，吸引企业参

与，促进校企深度融合，提高中职物流教育的社会满意度，提升培养

物流专业人才供给的市场匹配度。 

三、竞赛内容 

竞赛由职业素养考核、职业技能考核、工作总结与答辩三个阶段

组成，依次进行。 

（一）第一阶段：职业素养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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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素养考核主要考察参赛队员职业道德，职业礼仪、职业安全

与职业健康、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生态文明的职业素养以及物流管

理专业基本理论知识。 

物流职业素养内容考核采用计算机答题方式进行，参赛选手通过

计算机登录考试系统，按要求答题。物流职业素养考核考查参赛选手

对物流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主要内容为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

（初级）的相关内容。 

参考教材如下： 

1.《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教材（职业基础）》，江苏凤凰

教育出版社，北京中联物物流采购培训中心组编； 

2.《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教材（初级）》，江苏凤凰教育

出版社，北京中联物物流采购培训中心组编。 

（二）第二阶段：职业技能考核 

职业技能考核通过作业任务优化和作业调度与实施两个部分来

考核参赛队在仓储、配送、运输、规划、作业安排、团队协作、现场

应变等综合技能和素养方面的水平，以及考察参赛队在全面作业内容

和复杂现场协同方面的体能和抗压能力。 

第一部分：作业任务优化 

职业技能考核作业任务优化部分包括三个竞赛模块：仓储作业优

化（模块编号：MA）、运输作业优化（模块编号：MB）、配送作业

优化（模块编号：MC）。参赛队 4 名选手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MA、

MB、MC 竞赛模块，并对三个模块的内容完成 PPT 汇报文件，内容

必须包含答题纸中要求的作业任务优化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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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A：仓储作业优化（模块编号：MA） 

1.入库作业 

（1）根据入库作业任务，编制入库作业计划表。 

（2）根据作业要求设计合适的货品堆码方案。 

（3）仓储增值服务的费用计算。 

（4）根据仓库储位管理规范，对入库货品进行合理储位安排。 

（5）根据案例，分析仓储作业的安全隐患，给出相应的处理措

施。 

2.在库作业 

（1）根据货品属性，选择合理的保管方法。 

（2）根据实际作业情况，编制补货作业计划单。 

（3）根据储位编码原则，设计储位编码方案。 

（4）根据库存管理的目标和库存管理的要求，进行库存调整，

正确计算最优库存。 

（5）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盘存单、盘点损益单。 

（6）根据物流作业需要，设计移库方案。 

（7）库存周转量的预测。 

（8）分析仓储作业的安全隐患，给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3.出库作业 

（1）对客户订单进行审核，对有效订单进行处理，合理选择拣

选作业方式，编制拣选单。 

（2）根据出库作业信息，制作装车点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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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货品属性和包装作业要求，选择合适的包装容器。 

（4）分析仓储与配送作业的安全隐患，给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4.信息与数据处理 

（1）使用 EXCEL 对仓储数据进行处理，并按要求生成可视化图

表。 

（2）按照货物分类要求，对货物进行 ABC 分类。 

（3）正确填制及处理仓储作业中的各种单据。 

模块 B：运输作业优化（模块编号：MB） 

1.运输方式选择 

（1）根据不同运输任务，选择最佳的运输方式。 

（2）根据运输货物的特点，选择适当的运输类型，并能填制相

关表格。 

（3）不同运输方式的费用计算。 

2.运输线路优化 

（1）根据运输作业起讫点，合理规划运输路线。 

（2）考虑装、卸点的运量、运距和运输成本等因素优化运输路

线。 

（3）根据运输订单需求，画出运输流向线路图，并能按照要求

完善相应数据。 

3.运输组织优化 

（1）根据不同货物的特性，对货物合理分类,并合理选择运输工

具、集装设备的类型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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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运输订单，对货物进行运输前的审核。 

（3）根据提供的数据，完成调运重量（吨）和周转量（吨公里）

相关数据表格。 

（4）根据提供的数据，梳理出相关车辆调用情况。 

（5）完成运输投诉处理以及异常情况处理。 

4.信息与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 对运输数据进行处理，并按要求生成可视化图表。 

模块 C：配送作业优化（模块编号：MC） 

1.智慧配装配载计划 

（1）根据货物重量、体积、利润等因素选择合适车辆。 

（2）根据配送作业任务设计车辆配装计划。 

（3）根据装车基本原则完成货物装车。 

（4）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智慧物流配送工具。 

2.配送路线选择 

（1）根据配送作业任务设计最优配送路线。 

（2）考虑运输需求、交通拥堵、交通限制等因素优化配送路线。 

（3）根据客户位置和配送车辆特性，合理设计车辆配载方案和

配送路线，计算出配送总里程和配送时间。 

3.配送效率及效益分析 

（1）计算配送业务效率、效益指标。 

（2）根据指标评价及优化方案。 

4.信息与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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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CEL 对配送数据进行处理，并按要求生成可视化图表。 

PPT 制作 

对 MA、MB、MC 三个模块的内容形成 PPT 汇报文件，PPT 文件中

的内容必须包含作业任务优化答题纸的全部题目。 

第一部分作业任务优化竞赛说明 

1.参赛队选手根据参赛竞赛模块给定的题目（题目为 Word 形式

呈现），在答题纸上完成作业任务优化，并用 PowerPoint2016 制作

PPT（在第三阶段答辩时进行汇报）。 

2.使用 Excel2016 完成可视化图表制作。 

3.使用 PowerPoint2016 对 MA、MB、MC 内容形成 PPT 汇报文

件，PPT 文件中的内容必须包含答题纸中要求的作业任务优化的所有

内容。 

4.第一部分实操作业优化比赛结束时，选手需要按照要求上传

Word、PPT、Excel等文件。 

5.选手在比赛期间为保证数据安全要经常存盘，文件要保存在或

上传到指定的目录下。 

6.不得在交付成果上做任何透露参赛队信息的标记，也不得做任

何其它不属于试题要求范围的标记。 

第二部分作业调度与实施 

4 名选手按要求分工协作共同完成入库、补货、出库、移库、拣

选、盘点、配送等工作，每个参赛选手担任不同的工作岗位，包括信

息员（客服员/调度员）、场站操作员、仓管员、叉车司机等工作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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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叉车司机岗位由参赛队自行指定且只能由叉车司机操作，其他岗

位可由 4名选手协同完成。对于规定的岗位分工，参赛选手需要严格

按照规定由专人操作，若参赛选手未按照规定的岗位分工要求操作，

从而导致越权等违规操作，将视违规情况予以相应扣分或终止该名选

手的比赛等相应处理。 

1.运输作业部分 

（1）到货入库 

①入库准备。场站操作员根据到货通知单信息，核对到货月台的

货物信息，若货品出现数量短缺、货物污损、破损、串货等情况，则

将整批货物搬至异常货物暂存区，并在到货通知单上注明，同时通知

信息员。 

②信息处理。信息员根据场站操作员反馈的到货通知单信息，完

成到货运输信息处理，录入入库通知单。 

③货物组托。场站操作员从托盘存放区取空托盘到到货月台，粘

贴托盘条码。将验收通过的货品按照要求堆码到托盘上，利用手持终

端扫描货品标签和托盘标签完成组盘作业。 

④入库搬运作业。利用手持终端扫描托盘标签，完成入库搬运任

务，利用托盘搬运车将货品从到货月台运至托盘交接区。 

⑤入库上架作业。用电瓶式叉车从托盘交接区取待上架托盘，由

仓储管理系统自动分配入库货位，扫描托盘标签和进行入库上架任务，

将托盘上架放置于目标货位，并反馈入库上架完成信息到仓储管理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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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到货运输（配送） 

①场站操作员根据到货通知单信息，核对到货月台的货物信息，

若货品出现数量短缺、货物污损、破损、串货等情况，则将整批货物

搬至异常货物暂存区，并在到货通知单上注明，同时通知信息员。 

②场站操作员从托盘存放区取空托盘到到货月台，粘贴托盘条码。

将验收通过的货品按照要求堆码到托盘上。 

③运输作业。场站操作员根据运输单据信息，使用手动托盘搬运

车先搬运至收货区，再搬运至发货区，最后搬运至发货月台。 

（3）出库运输 

①信息员根据场站操作员反馈的出库货物运输通知单信息，完成

出库货物运输单据填制并打印运输单据。 

②出库货物运输作业。场站操作员、叉车司机根据信息员生成的

运输单据，使用相应的设备将出库货物搬运至相应的发货月台。 

2.仓储作业部分 

（1）入库作业 

①入库订单处理 

信息员根据纸质入库通知单录入入库单，生成入库作业计划，打

印入库单。 

②入库验收作业 

到收货区验收待入库货品。按照题目要求确定是否验收货物，如

果需要验收，对于实际货品品种、数量或包装质量与入库单不符，仓

管员要在入库单上注明情况，以验收正常的实际收货数量入库，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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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货物摆放至异常货物存放区。仓管员在入库单上备注和签字，并

将入库单与送货人员（由工作人员扮演）进行交接。 

③入库理货作业 

从托盘存放区取空托盘到收货区，一次只允许取一个空托盘，粘

贴托盘条码；将验收通过的货品按照要求堆码到托盘上，利用手持终

端扫描货品标签和托盘标签完成组盘作业。 

④入库搬运作业 

待入库的货品按照要求在完成验收、理货、签收和交单之后，才

能进行入库搬运作业。 

利用手持终端扫描托盘标签，进行入库搬运任务，利用托盘搬运

车将货品从收货区运至托盘交接区。 

⑤入库上架作业 

用电瓶式叉车从托盘交接区取待上架托盘，由仓储管理系统自动

分配入库货位，扫描托盘标签和进行入库上架任务，将托盘上架放置

于目标货位，并反馈入库上架完成信息到仓储管理系统。 

（2）补货作业 

①补货任务生成 

根据作业任务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补货，信息员根据出库需要和作

业均衡决定是否生成补货作业。 

②补货作业执行 

根据补货指令，利用电瓶式叉车将托盘从相应货位取出，扫描确

认货位地址后，将托盘运至托盘交接区；根据手持终端的提示，将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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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从托盘交接区搬运至补货作业通道，在补货作业通道将货品拆零补

货至对应的货位上，并回收空纸箱。补货后剩余的货品需要返库，空

托盘返回托盘存放区。 

（3）移库作业 

信息员根据规定的货位调整要求，下达移库指令，叉车司机根据

指令驾驶电瓶式叉车将托盘从源货位取出，调整至目标货位，并反馈

移库信息到仓储管理系统。 

（4）出库作业 

①出库订单处理 

信息员根据纸质出库通知单录入出库单，生成作业计划，打印出

库单，根据出库单进行整箱出库或拣选出库作业。 

②整箱出库作业 

叉车司机利用终端设备进行作业任务操作，驾驶电瓶式叉车进行

下架作业，利用终端设备确认货位地址，将货品从相应货位取出并运

至托盘交接区；仓管员利用托盘搬运车将货品运至发货区，在货品包

装纸箱醒目处按订单至少粘贴 1 个客户标签，验收后将签好字的出库

单交给客户（由工作人员扮演）。 

对于整托出库货品不需要把货品从托盘上搬下，对于非整托出库

需要把货品从托盘上搬下，并将剩余货品返库，空托盘返回托盘存放

区。 

③拣选出库作业 

根据出库要求，扫描订单条码和周转箱条码，完成订单与周转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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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绑定；从电子拣选货架区拣选货品至周转箱，在每个周转箱醒目处

粘贴客户标签，然后把周转箱放在手推车上（周转箱最多码放两层）。

将手推车搬运到发货区，验收后将签好字的出库单交给发货人（由工

作人员扮演）。 

（5）盘点作业 

①盘点任务生成 

根据任务要求，生成并提交盘点单。 

②盘点作业执行 

对已经完成作业的规定区域进行盘点。非电子拣选区盘点，利用

终端设备扫描货位条码和货品条码，输入实际数量，完成盘点操作；

电子拣选区域盘点，利用手持终端设备启动盘点任务后，根据实际盘

点结果调整标签的上下键按钮调整数量，完成盘点操作；所有货位的

盘点操作均完成后，利用终端设备确认完成本次盘点任务。 

③盘点汇总 

盘点结束后，信息员在系统中打印出盘点结果单，由信息员和仓

管员在单据中的相应位置处对应签署“信息员”及“仓管员”予以确

认，并交给仓储经理（由工作人员扮演）。 

（6）说明事项 

①在实操比赛结束前，无论单据完成到何种程度，都应将要求打

印提交的纸质仓储单据和运输单据提交给指定人员。比赛结束后不提

交单据将视情况扣分。 

②入库理货的堆码要求。货品堆码于托盘上时应符合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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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4 个面应都能看到至少 1 个纸箱条码标签和包装标识。 

③入库交接规则 

入库验收时，仓管员在入库单的送货联上填写备注，然后在规定

位置签上“仓管员”3 个字，无需口头汇报直接将送货联交送货人员，

其它联留存。单据不交、交错联和多交联均要被扣分。 

入库单备注填写要求：如果货品出现污损、破损、错误货品和未

封箱等异常情况，应填写实收数量，并在备注栏注明出错情况，如“污

损 X 箱、破损 X箱、错误 X箱、未封箱 X 箱”。 

④出库交接规则 

出库验收时，仓管员在出库单的发货联上填写备注，然后在规定

位置签上“仓管员”3 个字，无需口头汇报直接将送货联交接货人员，

其它联留存。单据不交、交错联和多交联均要被扣分。 

出库单备注填写要求：标明出库的纸箱和周转箱的数量，如“纸

箱 X 箱，周转箱 Y箱”。 

⑤关于作业区的说明 

“托盘交接区”用于托盘的交接，由参赛队自行确定在某个托盘

交接区交接；“空纸箱回收区”用于存放作业产生的废料，如补货拆

零上架后生成的空纸箱等；“收货区”用于存放仓储待入库货物；“发

货区”用于存放仓储出库后待发运货物。 

“叉车作业区”是电瓶式叉车作业的专属区域，只能由叉车司机

操作电瓶式叉车作业，其它人员和设备不能进入叉车作业区。  

⑥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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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业过程中，场地内的所有黄色实线为作业区分界线，人员、

设备和货物均不得压线和穿越，否则将被扣分。 

在作业过程中，各种设备只要与该设备使用者在同一区域，且得

到合理处置，允许人车分离及更换使用者。在同一功能区内，可以人

工搬运纸箱或周转箱或空托盘，跨区域人工搬运货物或周转箱或空托

盘将被扣分。 

在作业结束后，应按照 5S管理规范要求将货物摆放整齐，设备、

工具均需放回原位，作业废料需放至指定区域，否则将被扣分。 

选手在比赛过程中，由于非本人违规操作等原因造成设备运转不

正常中断比赛的，暂停（中断）时间不记入参赛队正式比赛时间。因

参赛队个人原因导致设备故障时造成的比赛时间暂停，暂停时间计入

参赛队比赛时间。 

（三）第三阶段：工作总结与答辩 

工作总结与答辩环节既考察参赛队对基本业务知识和理论掌握

和对实践工作的总结能力，也考察参赛队基本办公软件使用、业务展

示、现场沟通与应变等综合素质。 

工作总结与答辩环节 4 名选手均需参加，现场从 4 名队员中首先

抽签决定 1 人作方案汇报。 

1.方案汇报 

选手用第二阶段第一部分制作的 PPT 完成汇报，汇报时间 20 分

钟。 

2.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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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和答辩结束后，由裁判组进行现场提问。参赛选手回答裁判

提出的问题时，3 名选手（除汇报队员外）均需回答裁判提问(对于一

个问题可以由一名队员主回答，其他队员补充回答)。答辩时间 10 分

钟。 

四、竞赛方式 

1.比赛以团队方式进行，由 4 名选手组成。 

2.赛前组织抽签，确定抽签顺序号和实操出场顺序号。每天各场

次比赛前，同场次参赛队现场抽签，确定比赛工位。 

3.本赛项不邀请境外代表队参加本次比赛。 

五、竞赛流程 

（一）竞赛时间安排 

赛事持续进行 5天，具体安排如下表。 

各赛段时间分配表 

赛段 用时 备注 

第一阶段： 

职业素养考核 
150分钟 

1.所有参赛队统一进行。 

2.4名选手分别参加职业素养考核。 

3.分数取平均分。 

第

二

阶 

段

：

职

业

技

能

考

核  

第一部分： 

作业任务优

化 

240分钟 

1.4名选手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MA、MB、MC

三个模块。 

2.完成作业优化阶段的 PPT制作。 

第二部分： 

作业调度与

实施 

30分钟 

1.参赛队分组进行。 

2.叉车选手由参赛队指定，其他岗位 4人

均可操作，信息员区域提供 2台电脑，共

同完成货物的信息处理、出入库、补货、

移库、拣选、运输、配送、盘点等相关作

业任务。 

第三阶段： 

工作总结与答辩 
30分钟 

1.参赛队完成第二阶段后，根据分组安排

进行总结与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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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 4名选手共同参加，现场从 4 名队员

中首先抽签决定 1人作方案汇报，汇报时

间 20分钟。裁判提问，4名选手均需回答

裁判提问、选手答辩时间 10分钟。 

竞赛时间安排 

时  间 赛 事 安 排 

第一天 

12:00前报到 
报到、报名汇总表核验身份证学生证；健康码、测体

温等健康监测，现场核酸检测 

14:30-15:30 参赛队观摩赛场 

14:30-15:30 领队会、抽签 

15:30-17:30 叉车选手进行赛前叉车测试 

第二天 

08:00-08:30 开赛式 

08:30-09:30 第一阶段：检录、抽签 

09:30-12:00 第一阶段：职业素养考核 

13:30-14:30 第二阶段第一部分：检录、抽签 

14:30-18:30 第二阶段第一部分：作业任务优化 

15:00-16:00 领队抽签 

第三天 

06:30-07:30 第二阶段第二部分：检录、抽签 

07:30-21:00 第二阶段第二部分：作业调度与实施 

08:00-21:30 第三阶段：工作总结与答辩 

第四天 

06:30-07:30 第二阶段第二部分：检录、抽签 

07:30-21:00 第二阶段第二部分：作业调度与实施 

08:00-21:30 第三阶段：工作总结与答辩 

第五天 09:00-11:00 闭赛式及颁奖 

 

（二）竞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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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赛卷 

竞 赛 样 题 于 赛 前 一 个 月 在 大 赛 信 息 发 布 平 台 上

（www.chinaskills-jsw.org）发布。 

（一）职业素养考核 

1.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选择题、综合实务题

等题型构成。其中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职业基础）占 30%、

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初级）占 70%。 

2.试题样例 

A 公司是全国快递头部企业，A 公司华南区广州大石营业部的一

位快递小哥小黄非常火，因为小黄在 2019 年 2 月份的时候，一共揽

件超过了 13万件，平均一天就超过 4000 件，是当时月揽件最多的快

递员，靠揽件达成了一个月收入过 8万的成绩！并且因为这成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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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被 A 公司总裁点名表扬了一番，称为是 A 公司最优秀的快递小

哥。 

小黄进入 A 公司做快递员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并且一直都是属

于比较优秀的，平均收入能够达到 8000 元以上，一天就能揽件上千

件左右。可是这月入 8 万，需要揽多少件才行呢？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这收入即使是一些公司的高管，月薪都没这么高。 

小黄之所以能够做到揽件这么多，当然也不是像大部分快递小哥

那样，一件一件的去揽，而是自己研究出了方案和策略，通过收集自

己所在管理区域的客户和市场信息，跟该地区的大部分企业开展合作，

拿到了大量的发件业务， 体现了强大的业务拓展能力。 

小黄除了揽件外，还用很多时间认识潜在客户，收集分析潜在客

户的物流需求，成功取得客户的信任，才能成为公司揽件最多的快递

小哥。 

（1）你认为小黄在第一次拜访潜在客户的时候，应该收集客户

哪些基本信息？（） 

A 客户档案资料    B基本经营资料      

C 客户特征资料    D业务状况资料 

（2）你认为引起潜在客户注意的方法有哪些（）。 

A 请教客户的意见   

B 迅速提出客户能获得哪些重大利益   

C 告诉潜在客户一些有用的信息   

D 提出能协助解决潜在客户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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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业任务优化 

1.参赛团队按题目规定的要求完成 MA、MB、MC 三个模块的作业

任务优化。 

2.样题 

（1）作业背景 

顺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捷物流）是 B 市地区一家专业化

从事运输、仓储、配送、进出口代理等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质第三方

物流公司，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仓储作业优化比赛以顺捷物流中心的日常业务为背景，结合客户

具体要求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模拟完成 2021 年 6 月 1 日当天的物

流作业任务优化。顺捷物流每天的工作时间为 8:00-17:30。 

1）基本信息 

a）托盘和货架尺寸 

b)库存信息见附件 1-库存及各月度出入库信息 

c)整箱货物基本信息 

序号 货物名称 长×宽×高（mm） 重量（kg） 
允收期

（月） 

1 康师傅冰糖雪梨 1.5L 330×270×220 16 12 

2 康师傅冰红茶 1.5L 310×330×190 20 12 

名称 规格要求 数量 

托盘货架 

横梁式，每组 2列 3层：货位限重 500kg； 

第一层 L10000×T1100×H1120（mm） 

第二层 L10000×T1100×H1110（mm） 

第三层 L10000×T1100×H1110（mm） 

若干组 

托盘 
1200mm×1000mm×160mm  PVC 托盘，重 15kg；空托盘编码：

TB001-TB009 
一批 

作业净空要求 大于等于 1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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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康师傅茉莉清茶 330ML 400×230×200 18 12 

4 百事可乐 350ML 370×260×200 20 12 

5 百事可乐 1.5L 330×220×200 16 12 

6 康师傅矿物质水 220ML 330×260×200 22 12 

7 恒大冰泉 500ML 390×260×280 16 12 

8 恒大冰泉 1500ML 350×250×300 20 12 

9 统一冰红茶 350ML 360×160×300 12.5 12 

10 统一冰绿茶 350ML 380×210×200 12 12 

11 倍丽西柚饮料 330ML 220×180×415 15 12 

12 倍丽清香饮料 330ML 420×230×200 15 12 

13 统一冰红茶 1.5L 420×330×200 21 12 

14 统一茉莉花茶 2.5L 410×220×200 18.5 12 

15 康师傅茉莉蜜茶 330ML 420×260×200 26 12 

16 
尖叫西柚味功能饮料

330ML 
410×210×200 25 12 

17 
尖叫柠檬味功能饮料

330ML 
360×250×200 25 12 

18 尖叫原味功能饮料 330ML 370×240×200 25 12 

19 今麦郎冰红茶 330ML 380×260×200 22 12 

20 今麦郎冰绿茶 330ML 320×270×200 22 12 

21 今麦郎纯净水 250ML 320×250×200 18.5 12 

22 康师傅纯净水 220ML 400×300×280 16 12 

 

2)客户及收货联系人信息 

客户收货人基础信息 

客户名称 
收货人 

姓名 
收货单位 收货人地址 收货人电话 

家乐福超

市 
李大强 

家乐福超市 B市仓

库 

B 市华山区仙华山东路 99

号 

1398524615

6 

华联超市 孙空空 华联超市 B市仓库 B 市黄山区健康路 18号 
1353759531

7 

金鑫百货 王大头 金鑫百货 B市仓库 B 市城西区东南路 66号 
1358768902

3 

好运批发 孙航启 好运批发市场 B 市钟楼区建宁路 12号 
1861258351

2 

佳运批发 潘天天 佳运批发市场 B 市青龙区珠江路 1号 
1865678235

1 

苏宁易购 朱晓明 苏宁易购 B市仓库 B 市新安区通源路 88号 
1867564328

7 

中央商厦 潘小婷 中央商厦 B市仓库 B 市建邺区中山路 12号 
1398768923

1 

大头批发 潘峰 大头批发市场 B 市江宁区文辉路 6号 18845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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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物流作业计划信息 

入库通知单 1 

供应商名称：A日化集团            入库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入库通知单号：20210601R01       计划入库时间：2021.06.01 8:00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包装尺寸(mm) 出厂批次 

1 百事可乐 350ML 20 箱 370×260×200 20210528 

2 统一冰红茶 350ML 40 箱 360×160×300 20210428 

入库通知单 2 

供应商名称：B日化集团            入库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入库通知单号：20210601R02      计划入库时间：2021.06.01 16:00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包装尺寸(mm) 出厂批次 

1 恒大冰泉 500ML 14 箱 390×260×280 20210528 

2 倍丽清香饮料 330ML 25 箱 420×230×200 20200528 

 

出库通知单 1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家乐福超市 

收货单位：家乐福超市 B市仓库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1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统一冰红茶 1.5L 15 箱  

2 今麦郎纯净水 250ML 8 箱  

出库通知单 2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华联超市 

收货单位：华联超市 B市仓库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2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 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恒大冰泉 500ML 10 箱  

2 百事可乐 350ML 20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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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通知单 3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金鑫百货 

收货单位：金鑫百货 B市仓库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3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尖叫西柚味功能饮料 330ML 2 箱  

2 统一冰绿茶 350ML 12 瓶  

出库通知单 4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大头批发 

收货单位：大头批发市场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4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统一冰绿茶 350ML 15 箱  

2 倍丽西柚饮料 330ML 14 瓶  

出库通知单 5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好运批发 

收货单位：好运批发市场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2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5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2 15:30前 

 

出库通知单 6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苏宁易购 

收货单位：苏宁易购 B市仓库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6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倍丽西柚饮料 330ML 8 箱  

2 康师傅纯净水 220ML 3 瓶  

出库通知单 7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中央商厦 

收货单位：中央商厦 B市仓库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统一茉莉花茶 2.5L 4 箱  

2 恒大冰泉 1500ML 2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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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7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恒大冰泉 1500ML 10 箱  

2 统一冰红茶 1.5L 5 箱  

出库通知单 8 

发货库房：顺捷物流公司仓库          客户名称：佳运批发 

收货单位：佳运批发市场              计划出库时间：2021.06.01 10:00 

出库通知单号：20210531C08           计划送货时间：2021.06.01 15:30前 

序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统一冰绿茶 350ML 10 箱  

2 尖叫柠檬味功能饮料 330ML 12 瓶  

(2)作业要求 

2021年 6 月 1 日，仓管员依次完成以下作业优化任务： 

1)信息与数据处理 

a)出入库统计报表数据分析 

①出入库统计表 

根据托盘货架 A 区货物的月度出入库月报表，编制该区 2021 年

3 月到 5月的出入库统计报表，以出库量从大到小顺序排序。 

②出入库报表可视化分析 

根据上述出入库统计报表，用 excel 绘制出入库统计可视化图。

绘制要求： 

仅需绘制 2021 年 5 月 31 日 17:30 库存结余量前五位货物的出

入库统计可视化图，图形为簇状柱形图，标题为“库存结余量前五位

货物出入库统计”，横坐标单位为品名，纵坐标单位为箱数，在底部

显示入库量和出库量数据表。 

③ABC 分类 

根据托盘货架 A 区 2021 年 3-5 月出入库统计报表，完成该区货

物的 ABC 分类表，计算过程保留一位小数（例：12.1%）。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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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出库量累计百分比% 0＜A≤70 70＜B≤90 90＜C≤100 

2)入库作业计划 

a)作业前库存信息表 

根据相关库存信息、月出入库情况等信息，补充完整“2021 年 6

月 1 日作业前库存信息表”。 

b)入库作业计划表 

核验 2 个入库通知单，结合货架规格、托盘规格、作业净空要求

以及包装规格，编制《入库作业计划表》。编制原则： 

①优先使用编号较小的托盘，按入库通知单上的货物顺序组托、

入库； 

②货物使用不止一个托盘时，优先安排货物数量多的托盘入库； 

③A 类货品应入库到一层，B 类货品应入库到二层，C 类货物应

入库到三层，每个储位只允许码放一个托盘； 

④优先存放在货位号较小的位置； 

⑤不得拼托。 

填写示例： 

托盘号 货品名称 堆码数量 堆码层数 每层数量 入库货位 

TB007 ***** 21 2 11、10 ***** 

      

c)以托盘为单位，用 WORD 绘图功能绘制当日入库作业的组托示

意图。 

要求： 

①画出托盘堆码的主视图（托盘短边视角）和奇数层俯视图、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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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层俯视图，必要时画出顶层俯视图； 

②视图应在合适的位置标注整托（包含托盘）高和纸箱高，以 mm

为单位； 

③奇数层俯视图、偶数层俯视图应在合适的位置标注托盘长、宽，

以 mm为单位。 

3)出库作业计划 

a)拣选作业 

根据出库通知单信息，结合货架区库存信息制定当天订单拣选计

划，完成出库《拣选单》制作。拣选原则： 

①一般情况按先进先出原则拣选，特殊情况按客户要求拣选； 

②整箱货品优先采用播种式拣选，拆零货品一律采用摘果式拣选；

播种式拣选每货品一个拣选单，摘果式拣选每客户一个拣选单； 

③按出库通知单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拣选，如遇库存不足，此订单

无效； 

④不同货架区分别拣选，全部拣选完成，再进行合流； 

⑤仅拣选当天出库订单货物； 

⑥瓶装货物需求不得换算为整箱出库。 

b)点检单编制 

 各区域出库完成后，在月台集中，等待装车，假设所有的货品

都配装到一辆车上，请根据出库作业信息，制作装车点检单。 

制作点检单时按照以下的优先顺序： 

①按照先整箱后散货的原则制作点检单； 

②按照货物的出库量从大到小的顺序制作点检单； 

4)在库作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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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移库作业 

根据 ABC分类结果及出入库后的库存情况，完成托盘货架 A 区所

有库存货物的移库作业，按源货位从小到大到顺序填制移库作业计划。 

移库适用规则按优先程度规定如下： 

①A 类放置于第一层，B 类放置于第二层，C 类放置于第三层，若

某层货位不足，可放置在上层货位，优先存放在货位号较小货位； 

②同一层中，“出入库统计表”中出库量较小的货物优先存放在

货位号较小的位置； 

③同一种货物，推码货物数量较多的托盘优先放在货位号较小的

位置。 

b)补货作业 

根据实际作业情况，当库存低于补货点时进行整箱补货，编制电

子标签拣选 C 区《补货作业计划单》。 

c)盘点作业 

根据托盘货架 A区当天出入库完成的情况，编制《盘点表》；盘

点表编制原则： 

①仅盘点货架上有变化的货位； 

②按货位顺序由小到大进行编制。 

（三）作业调度与实施 

1.入库作业 

赛题包括多个入库作业单，需要信息员输入系统生成订单并根据

作业安排启动任务，按照题目要求确定是否对入库货物进行检查，对

于污损、破损等情况需要在订单上注明并与送货人员进行交接，作业

人员根据系统自动分配货位进行入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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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库作业与拆零拣选作业 

赛题包括多个出库作业单，需要信息员在系统中生成订单并根据

作业安排启动任务，作业分为整箱出库和拆零拣选出库。在发货区核

验发货品种和数量，与收货人进行交接。 

3.补货作业 

根据作业任务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补货，信息员根据出库需要和作

业均衡生成补货作业，并执行。 

4.移库任务 

按照移库规则要求生成移库订单，并按照移库订单信息完成移库

任务作业。 

5.到货作业 

赛题包括货物运输和货物入库两种作业任务类型。 

6.盘点任务 

对指定区域进行盘点作业。 

7.样题 

1)比赛场景 

华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集团”）是一家国有大

型物流企业，主营业务为仓储、运输、配送和物流信息处理等服务项

目，经营范围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华远集团在 A 市设立了一

个物流中心（A市高新区颐和路 79 号），该物流中心主要开展除易燃

易爆危险品、有毒物品、生鲜货品之外的普通商品的存储、保管、装

卸搬运、长途干线运输、市内配送、物流信息处理等业务。 

作业调度与实施以华远集团 A 市物流中心（以下简称“A市物流



27 

中心”）的日常业务为背景，结合客户具体要求和企业管理制度，模

拟 2021 年 6 月 18 日当天的物流作业。A 市物流中心的工作时间为：

8:00-20:00。 

2)基础信息 

a)电子标签拣选区（A 区）6 月 18 日 8：00库存状态 

序号 储位编码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数量 品类 补货点 单位 箱装数 

1 A00100 6954767432076 雪碧清爽柠檬味汽水（500ml）  10 饮料 5 瓶 8 

2 A00101 6901285991219 怡宝纯净水（555ml） 8 饮料 5 瓶 6 

3 A00102 6921168509256 农夫山泉（550ml） 10 饮料 5 瓶 10 

4 A00103 6901586105032 威猛先生 84消毒液 10 日用品 3 个 6 

5 A00104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7 日用品 3 个 8 

6 A00105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卷纸 7 日用品 4 卷 5 

7 A00000 6921317993790 康师傅茉莉蜜茶 9 饮料 5 瓶 8 

8 A00001 6921317998436 康师傅茉莉清茶 9 饮料 3 瓶 10 

9 A00002 6903244679664 心相印云感柔肤卷纸 9 日用品 3 卷 10 

10 A00003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500ml） 9 饮料 4 瓶 6 

11 A00004 6922255451427 百岁山矿泉水（570ml） 8 饮料 4 瓶 10 

12 A00005 6920459989463 康师傅冰糖雪梨(500ml) 10 饮料 4 瓶 8 

b)托盘货架区（方括号内数字表示批号） 

日用品区（C 区） 

 康师傅茉莉清

茶(4箱） 

[20210303] 

190mm*370mm*2

70mm 

康师傅茉莉清

茶（10箱） 

[20201116] 

350mm*350mm*2
45mm 

威猛先生84消

毒液（12箱） 

[20210111] 

190mm*370mm*2

70mm 

 

 

C00200 C00201 C00202 C00203 C00204 C00205 

威猛先生洁厕

液（8箱） 

[20201111] 

190mm*370mm*2

70mm 

心相印茶语丝

享卷纸（8箱） 

[20200821] 

190mm*370mm*2

70mm 

    

C00100 C00101 C00102 C00103 C00104 C00105 

 心相印茶语丝

享卷纸（6箱） 

[20201021] 

190mm*370mm*2
70mm 

心相印茶语丝

享卷纸（10

箱） 

[2020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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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mm*370mm*

270mm 

C00000 C00001 C00002 C00003 C00004 C00005 

作 业 通 道 

饮料区（B区） 

 康师傅茉莉清

茶(7箱） 

[20210204] 

190mm*370mm*2

70mm 

威猛先生84消

毒液（5箱） 

[20210220] 

190mm*370mm*2

70mm 

   

B00200 B00201 B00202 B00203 B00204 B00205 

 

  农夫山泉

（550ml） 

（8箱） 

[20210218] 

285mm*380mm*2
70mm 

恒大冰泉矿泉

水（500ml）

（5箱） 

[20210203] 

285mm*380mm*2

70mm 

恒大冰泉矿泉

水（500ml）

（5箱） 

[20200813] 

285mm*380mm*

270mm 

B00100 B00101 B00102 B00103 B00104 B00105 

 怡宝纯净水

（555ml） 

（6箱） 

[20210328] 

285mm*380mm*2

70mm 

怡宝纯净水

（555ml） 

（6箱） 

[20210122] 

285mm*380mm*2

70mm 

康师傅冰糖雪

梨(500ml)（9

箱） 

[20210506] 

190mm*370mm*2
70mm 

康师傅茉莉蜜

茶（9箱） 

[20210118] 

350mm*350mm*2

45mm 

 

B00000 B00001 B00002 B00003 B00004 B00005 

c)货品 ABC 分类表 

序号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分类结果 

1 6954767432076 雪碧清爽柠檬味汽水（500ml）  

A 
2 6901285991219 怡宝纯净水（555ml） 

3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卷纸 

4 6921317993790 康师傅茉莉蜜茶 

5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B 
6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500ml） 

7 6921168509256 农夫山泉（550ml） 

8 6920459989463 康师傅冰糖雪梨(500ml) 

9 6921317998436 康师傅茉莉清茶 

C 
10 6922255451427 百岁山矿泉水（570ml） 

11 6901586105032 威猛先生 84消毒液 

12 6903244679664 心相印云感柔肤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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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收货区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批号 数量 摆放方式 包装规格（mm）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500ml） 20210211 40箱  托盘 285×380×270 

6922255451427 百岁山矿泉水（570ml） 20210218 8箱 托盘 285×380×270 

6921317993790 康师傅茉莉蜜茶 20210124 20箱  托盘 350×350×245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20210118 30箱 托盘 190×370×270 

6920459989463 康师傅冰糖雪梨(500ml) 20200706 40箱 托盘 190×370×270 

6921317998436 康师傅茉莉清茶 20200219 40箱 地面 190×370×270 

e)收货月台区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批号 
总体积

（m³） 

总重量

（KG） 

数量

（箱） 
月台编号 

6959764600817 依能苏打水饮料 350×350×245 / 0.114 30 6 收货月台1 

6901586105032 
威猛先生84消毒

液 
285×380×270 / 0.114 18 6 收货月台1 

6922255451427 百岁山矿泉水 285×380×270 / 0.019 40 6 收货月台1 

6921317993790 康师傅茉莉蜜茶 190×370×270 / 0.019 30 6 收货月台1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285×380×270 / 0.174 30 6 收货月台1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

卷纸 
190×370×270 

2020110

2 
0.114 18 6 收货月台1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

（500ml） 
285×380×270 

2021021

1 
0.019 36 10 收货月台1 

6903244679664 
心相印云感柔肤卷

纸 
190×370×270 / 0.114 10 6 收货月台2 

6921317998436 康师傅茉莉清茶 190×370×270 / 0.114 18 6 收货月台2 

6921168509256 
农夫山泉

（550ml） 
350×350×245 / 0.114 30 6 收货月台2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190×370×270 / 0.114 18 6 收货月台2 

6954767432076 
雪碧清爽柠檬味汽

水（500ml）  
285×380×270 / 0.114 18 6 收货月台2 

月台 发货月台 1 发货月台 2 发货月台 3 发货月台 4 

对应客户 
便民超市（明发

店） 

便民超市（幸福

店） 

便民超市（荣华

店） 

便民超市（昌盛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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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月台相关信息 

g)运输（配送）线路 

A 市物流中心有 6 辆货车用于发往外地执行干线运输作业。干线

班车的发运路线、车辆信息、发运时间和预计运输时间等信息如下表： 
班线 车牌号 经停站 进站时间 发车时间 预计到达时间 

A-B A87693 无 12：00 15：30 1天 

A-C A82738 A-H-C 15：00 16：30 
A-H：2天 

H-C：2天 

A-D A32875 A-I-J-D 9:00 12：00 

A-I：2天 

I-J：1天 

J-D：1天 

A-E A81972 无 15:00 19：30 2天 

A-F A32896 无 14:30 16：00 2天 

A-G A31196 无 10:00 13：00 1天 

3)作业任务和要求 

a)移库作业 

对托盘货架区进行移库作业，移库作业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①货品的存放符合分区要求，日用品类货品存放于 C区，饮料类

货品存放于 B 区。 

②根据 ABC 分类表中的分类结果，按照 A 类货品放置在货架第一

层，B 类货品放置在货架第二层，C类货品放置在货架第三层。 

③移库商品按照货位号由小到大的空位顺序放置，且批次号小的

货品优先放置于小的货位号，相同名称货品相邻存放。 

b)到达货物派送作业 

2021年 6 月 18日 8:00 时，A 市物流中心客服员收到到货通知信

息，具体到货信息详见附件 1 的《到货通知单》，货物暂放置于收货

对应发往目的

站城市 
B市 C市、E市 D市 F市、G市 

月台工作时间 8:00-16:30 11：00-20:00 9:00-17:00 10：0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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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台 1。请根据《到货通知单》要求，将当日需送货的货物按照客户

分配的指定月台放置，非当日派送的货物按以下要求处理：收货时间

小于或等于 2 天存放于干线货物暂存区，收货时间大于 2天则进行入

库处理。 

c)入库作业 

按照华远集团的采购入库要求，规范完成入库作业，整托入库的

货品无需验收，分托入库以及同品名同批次的货品入库按照先满托后

散托的原则。 

 

入库订单 1 

客户指令号 RK20210601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紧急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入库类型 正常入库 是否取货 否 

预计入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总重量 数量 批号 备注 

6920459989463 
康师傅冰糖雪梨

(500ml) 
190×370×270 / 40箱 20200706 / 

 

入库订单 2 

客户指令号 RK20210602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一般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入库类型 正常入库 是否取货 否 

预计入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总重量 数量 批号 备注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

（500ml） 
285×380×270 / 40箱 20210211 限高三层 

6922255451427 
百岁山矿泉水

（570ml） 
285×380×270 / 8箱 20210218 / 

收货月台 1 中下列两种货品原定的送货作业取消，现改为退货入

库处理，规范完成下列两种货品的入库操作。 

入库订单 3 

客户指令号 RK20210603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一般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入库类型 退货入库 是否取货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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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入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总重量 数量 批号 备注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卷

纸 
190×370×270 / 6箱 

20201102 
/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

（500ml） 
285×380×270 / 10箱 20210211 / 

d)出库作业 

①出库作业规则 

托盘货架区出库时，相同名称的货品应根据出库要求决定出库顺

序，电子拣选区出库货品无需按此规则出库。 

电子拣选区出库时，应根据要求确定是否进行补货作业。按照批

次由小到大进行的顺序进行下架补货。所有货品在完成出库后，其库

存量需要大于补货点的要求。 

②出库作业任务 

根据华远集团按照相应客户提出的送货要求，完成出库处理。 

出库订单 1 

客户指令号 CKD2021031701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紧急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出库类型 正常出库 是否送货 否 

收货人 便民超市（荣华店） 

预计出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单位 数量 批号 备注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

（500ml） 
285mm*380mm*270mm 箱 5 20200813 / 

6920459989463 
康师傅冰糖雪梨

(500ml) 
/ 瓶 3 / / 

6901586105032 
威猛先生84消毒

液 
/ 个 3 / /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 个 1 / /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

卷纸 
/ 卷 4 / / 

6921317993790 康师傅茉莉蜜茶 / 瓶 4 / / 

 

出库订单 2 

客户指令号 CKD2021031702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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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出库类型 正常出库 是否送货 是 

收货人 便民超市（荣华店） 

预计出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单位 数量 批号 备注 

6943052100110 
恒大冰泉矿泉水

（500ml） 

285mm*380mm*27

0mm 
箱 5 20210203 / 

 

 出库订单 3 

客户指令号 CKD2021031703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一般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出库类型 正常出库 是否送货 否 

收货人 便民超市（明发店） 

预计出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 单位 数量 批次 备注 

6920459989463 康师傅冰糖雪梨

(500ml) 

/ 箱 6 / 批次小的

货品优先 

6954767432076 雪碧清爽柠檬味汽水

（500ml）  

/ 瓶 
3 

/ / 

6901285991219 怡宝纯净水（555ml） / 瓶 2 / / 

6921168509256 农夫山泉（550ml） / 瓶 2 / / 

6901586105032 威猛先生 84 消毒液 / 瓶 2 / / 

 

出库订单 4 

客户指令号 CKD2021031704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一般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出库类型 正常出库 是否送货 否 

收货人 便民超市（昌盛店） 

预计出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 单位 数量 批次 备注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

卷纸 

/ 箱 13 / 批次小的货

品优先 

6922868286584 
心相印茶语丝享

卷纸 

/ 卷 3 / /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厕液 / 个 1 / / 

6921317998436 康师傅茉莉清茶 / 瓶 1 / / 

 

出库订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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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指令号 CKD2021031705 客户名称 华远集团 紧急程度 一般 

库房 A市物流中心 出库类型 正常出库 是否送货 否 

收货人 便民超市（荣华店） 

预计出库时间 2021年 6月 18日 

货品编码 货品名称 包装规格（mm） 单位 数量 批号 备注 

6921168509256 
农夫山泉

（550ml） 
285*380*270 箱 8 20210218 / 

e)运输作业 

有若干批需要转运的货物于 6 月 18 日放置在收货月台 2，请根

据所提供的《运输通知单》(1-5)，完成需要受理的转运作业任务，

不需要受理的转运作业任务无需制作运输单据。 

①完成 6 月 18 日当日所有需要转运货物的运输任务（按照要求

搬运至对应的发货月台），非当日操作的到货转运货物进行暂存处理； 

②完成 6 月 18 日所有货物的验收、单据交接任务。 
运输通知单 1 

客户指令号 YSD2021031701 托运客户 便民超市（昌盛店） 

始发站 A市 目的站 F市 

托运人 陈平 联系方式 13869087609 

发货地址 A 市高新区颐和路 79号 发货时间 2021.6.18，9：00—12：00 

收货人 F市华联超市中山路店（马林） 联系方式 13785469958 

收货地址 F市中山路 2号 收货时间 2021.6.21，08：00—18：00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批号 包装规格(mm) 体积（m
3
） 总重量(KG) 数量

（箱） 

备注 

6903244679664 
心相印云感

柔肤卷纸 
/ 190×370×270 0.114 10 6 / 

 

运输通知单 2 

客户指令号 YSD2021031702 托运客户 便民超市（明发店） 

始发站 A市 目的站 B市 

托运人 赵宏 联系方式 13632419202 

发货地址 A市高新区颐和路 79号 发货时间 2021.6.18，08：00—18：00 

收货人 B市爱存林雅贸易公司（田浩） 联系方式 13356589854 

收货地址 B市南三环木樨园桥东 收货时间 2021.6.20，08：00—12：00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批号 包装规格(mm) 体积（m3） 总重量(KG) 数量

（箱） 

备注 

6921317998436 
康师傅茉莉

清茶 
/ 190×370×270 0.114 1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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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通知单 3 

客户指令号 YSD2021031703 托运客户 便民超市（幸福店） 

始发站 A市 目的站 E市 

托运人 孙林 联系方式 18039545897 

发货地址 A 市高新区颐和路 79号 发货时间 2021.6.18，08：00—18：00 

收货人 E市家家乐工贸有限公司（施敏） 联系方式 13582869658 

收货地址 E 市江汉区三民路 2号 收货时间 2021.6.21，08：00—18：00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批号 包装规格(mm) 体积（m3） 总重量(KG) 数量

（箱） 

备注 

6921168509256 
农 夫 山 泉

（550ml） 
/ 350×350×245 0.114 30 6 / 

 

运输通知单 4 

客户指令号 YSD2021031704 托运客户 便民超市（荣华店） 

始发站 A市 目的站 D市 

托运人 吴勇 联系方式 13182819643 

发货地址 A市高新区颐和路 79号 发货时间 2021.6.18，08：00—18：00 

收货人 D市乐天工贸有限公司（李兰） 联系方式 13698515349 

收货地址 D市开发区宝源路 42号 收货时间 2021.6.23，08：00—18：00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批号 包装规格(mm) 体积（m3） 总重量(KG) 数量

（箱） 

备注 

6901586111590 
威猛先生洁

厕液 
/ 190×370×270 0.114 18 6 / 

 

运输通知单 5 

客户指令号 YSD2021031705 托运客户 便民超市（幸福店） 

始发站 A市 目的站 C市 

托运人 孙林 联系方式 18039545897 

发货地址 A市高新区颐和路 79号 发货时间 2021.6.18，08：00—17：30 

收货人 C市信林工贸有限公司（张杰） 联系方式 13698515348 

收货地址 C市开发区张江路 16号 收货时间 2021.6.24，08：00—18：00 

货品条码 货品名称 批号 包装规格(mm) 体积（m3） 总重量(KG) 数量

（箱） 

备注 

6954767432076 

雪碧清爽柠

檬 味 汽 水

（500ml） 

/ 285×380×270 0.114 18 6 / 

（四）工作总结与答辩 

1.用第二阶段制作完成的 PPT 文件汇报作业优化方案，PPT 文件

中的内容必须按照题目中的要求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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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汇报结束后，由裁判组现场提问，参赛选手针对裁判提出的问

题进行合理回答。 

七、竞赛规则 

（一）报名资格及参赛队伍要求 

1.参赛队及参赛选手资格：参赛选手须为同校中职全日制在籍学

生或同校五年制高职一至三年级（含三年级）的全日制在籍学生，性

别不限。 

2.组队要求：以省组队，每省限 2队，计划单列市限 1队。 

（二）熟悉场地与抽签 

1.赛项安排在第一天上午抽签确定各参赛队的“抽签顺序号”和

“实操出场顺序号”。抽签结束后，各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 

2.每天各场次比赛前，同场次参赛队领队现场抽签，确定比赛工

位。 

（三）赛场要求 

1.各参赛队须提前 30 分钟进行注册，在比赛期间实行封闭管理，

参赛队迟到 5 分钟以弃权论。 

2.参赛选手不带任何参赛队及个人信息入场比赛，参赛选手不允

许携带任何通讯及存储设备、纸质材料等物品进入赛场，赛场内提供

必需用品。 

3.参赛选手进入赛场必须听从现场裁判人员的统一布置和安排，

比赛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4.比赛结束前 10 分钟，裁判长提醒比赛即将结束，当宣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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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参赛选手必须马上停止一切操作，按要求位置站立等候撤离

比赛工位指令。 

5.参赛队提交的所有文件、单据等，凡要求参赛选手签字确认的，

均签参赛队参赛抽签序号。 

6.竞赛中出现不文明和不安全的现象、操作不规范、出现质量问

题、分工协作不合理等现象，均按规定扣分。 

（四）成绩评定及公布 

1.大赛在赛项执委会领导下，赛项裁判组负责赛项成绩评定工作，

参赛队成绩通过“三级审核”，确保比赛成绩准确无误。 

2.大赛专家组负责大赛命题工作，比赛前通过抽签确定赛题。 

3.裁判报到后，封闭管理。通过抽签方式，确定裁判执裁工位。 

4.为保证裁判执裁标准一致，裁判进行竞赛预演培训。 

5.比赛评分由四个阶段的分值组成：第一阶段职业素养考核占 15%

（满分 100 分），第二阶段现场实操第一部分作业任务优化占 35%（满

分 100分），第二阶段第二部分作业调度与实施占 35%（满分 100分），

第三阶段工作总结与答辩占 15%（满分 100 分）。 

6.成绩公布 

记分员将复核后的最终成绩经裁判长、监督仲裁组签字后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为 2小时。成绩公示无异议后，由裁判长和监督仲裁组

长在成绩单上签字，并在闭赛式上公布竞赛成绩。 

7.其它未涉及事项或突发事件，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或决定。 

八、竞赛环境 



38 

（一）竞赛环境 

1.职业素养考核、作业任务优化环境要求: 物流职业素养每名选

手配备计算机独立参赛，在方案设计赛段团根据实际环境设置隔板等

保证各队比赛的独立性；工作总结与答辩赛段环境：工作总结与答辩

设置独立场所，并配备 PPT演示设备。 

2.实操赛段环境:竞赛现场配备 2 组完全相同的设施，满足 2 队

同时比赛。竞赛场地采光、通风良好。 

3.使用的设施设备规格、型号一致，保证竞赛的公平。 

4.竞赛场地设有裁判休息室和工作室，休息室和工作室分设；有

300 人开、闭赛式场地；有能满足参赛队休息的休息室。 

（二） 

场地 A： 

 

场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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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术规范 

（一）教学要求 

职业素养考核的参考教材为《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教材

（职业基础）》和《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教材（初级）》（江

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各参赛院校可以据此进行教学和指导。 

其他内容可根据各院校现行实训教学情况合理安排训练与教学。 

（二）行业、职业技术标准 

本赛项的设计和执行遵照以下标准： 

《物流中心作业通用规范 GB/T 22126-2008》 

《物流术语 GB/T 18354-2021》 

十、技术平台 

技术平台设备与规格 

名称 规格要求 数量 

考核系统 
支持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选择题、综

合实务题等题型 
1套 

现代物流综合作业

系统 

1.系统任务信息可与 RF设备无缝对接，系统单据

信息填制完成后，系统将信息发送至 RF设备，学

生根据设备上的提示信息进行现场业务操作；现

场业务操作完成后，可通过 RF设备确认信息并将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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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反馈到系统中。 

2.系统中的业务单据均可连接打印机，将单据打

印出来，学生根据单据进行现场业务操作。 

3.可与电子拣选系统对接。 

4.系统包含仓储、运输业务模块，模块之间数据

无缝衔接。 

5.可实现入库、出库、补货、移库、盘点、运

输、配送作业在内的主要业务流程。 

显示设备 投影仪、幕布或其他 2套 

手持终端 

处理器：PXA320 @624MHz 

256M/1G 

操作系统：CE系统或安卓系统 

无线：802.11a/b/g 

BT 2.1 EDR classII 

1.2米跌落 500次 0.5 米滚动 

2、RF作业支持系统，1套 

具体参数如下： 

配合现代物流综合作业系统，实现出入库作业，

库内拣选、移库、补货、盘点作业、运输模块的

场站扫描、现场签收等操作； 

（1）取派入站：对待入站的运单进行数据采集，

待全部信息采集完毕后，系统根据采集的信息与

运单相匹配，并执行取派入站操作； 

（2）运输作业：对月台到达货物进行数据采集，

系统根据采集的信息与系统进行匹配，并执行运

输作业； 

（3）现场签收：将收货人的签收信息及时收集反

馈上传。 

（4）入库作业：采集入库货物信息进行理货和入

库上架操作 

（5）出库作业：采集出库相关信息，对相应货物

进行出库下架、搬运扫描、出库理货等操作 

（6）盘点：根据盘点信息对库房内相应区域进行

盘点操作。 

4台 

托盘货架 

钢构，货架经过酸洗、磷化处理，表面处理方式

为静电喷塑；立柱颜色建议采用宝蓝色，横梁建

议采用亮橘红色； 

适用的托盘尺寸：1200×1000×160mm左右； 

货架立柱为 90mm，壁厚≥1.8mm，层高 1100mm 左

右，满载状态下横梁的挠度：<1/300 ；组合式可

拆装，每组外尺寸 2480*800*4200mm 左右，单元

承重不低于 1吨； 

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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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标签系统 

1套控制器、转换器、绿灯完成器、和订单显示

器，大于 12 片电子标签 

以及配套辅助材料等。 

设备参数：5位数 7段式 LED显示， 

1个确认按钮及 2个功能键，红色指示灯 

电压／电流：BJ12V／200mA 

标签尺寸(mm)：148mm(L) x 46mm(W) x 30mm(H) 

工作温度：0℃~4 0℃ 

1套 

流利货架 

钢构，组合可拆装，静电喷塑，500Kg/层 

3000*1000*1900mm 

货架前端可安装电子标签辅助拣货设备，货位≥

12个。 

1套 

周转箱（可插式） 

参数要求： 

材质：共聚丙烯（优质塑料） 

尺寸：600*400*320mm（长，宽，高） 

容积：65L 

单向负重：50kg 

叠加负重：250kg 

10

个 

手动搬运车 

额定负载：2000kg 

货叉最低高度：85 mm 

货叉最高高度：200 mm 

货叉总宽：540mm 

转向轮：Ф180*50mm 

承重轮 双轮：Ф80*70mm 

货叉尺寸：160*50 mm 

2辆 

手推车 轮式 扶手可折叠 载重 50kg以上 1辆 

叉车 

最大起升高度：3000mm 

最小转弯半径：小于等于 1950mm 

操作方式：座驾 

叉车类型：电瓶式 

额定起升重量：1600kg 及以上 

1辆 

条码打印机 普通条码打印机 1台 

打印机 
A4幅面针式打印机 2台 

黑白激光打印机 1台 

托盘 标准 1200mm*1000mm 木制托盘 
30

个 

模拟货品 货品种类大于 15种 1批 

纸箱 

外径：190mm*370mm*270mm 

外径：285mm*380mm*270mm 

外径：320mm*480mm*200mm 

外径：380mm*570mm*220mm 

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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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径：350mm*350mm*245mm 

外径：380mm*480mm*220mm   

外径：300mm*580mm*200mm  

电脑 
Windows10 操作系统，安装 office2016，安装五

笔、搜狗拼音、微软输入法 

每队

4台 

十一、成绩评定 

（一）评分标准制定原则 

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能力评价与职业素养评价相

结合的评价方式，评分标准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 

为了保证评分“公平、公正、公开”，采取以下措施： 

1.考核内容、样题和评分标准公开。 

2.认真调试设施设备、计算机、系统软硬件，保证与考核应具

备的条件一致，将故障率降到最低点。 

3.裁判队伍考前封闭竞赛预演培训，借用多媒体等载体掌握操

作过程的评判标准，并对裁判的判罚进行分析对比，对不合理的判

罚进行纠正，以保证裁判判罚标准一致。 

4.加强试题保密工作，确保竞赛的公平、公正。 

5.召开赛前说明会和考核平台说明会。 

6.利用大赛官方网及时更新大赛信息。 

（二）评分方法 

1.各阶段占比 

比赛评分由四个阶段的分值组成：第一阶段职业素养考核占

15%（满分 100 分），第二阶段第一部分作业任务优化占 35%（满分

100 分），第二阶段第二部分作业调度与实施占 35%（满分 100

分），第三阶段工作总结与答辩占 15%（满分 100 分）。 

2．当总成绩相同时，分别依次按照下列模块顺序中的成绩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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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第三模块作业调度与实施━第二模块作业任务

优化━第一模块物流职业素养考核━第四模块方案汇报与答辩。 

3.各阶段分值 

竞赛阶段与分值 

比赛 

阶段 

比赛 

内容 
评分要点 

分

值 

总分

占比

（%） 

备注 

第一阶

段：职业

素养考核 

物流职

业素养 
根据考核点进行评分 100 15% 

计算机考核， 

系统自动判分，取

平均分 

第二阶段

第一部

分：实操

作业优化 

MA、

MB、 

MC 

裁判根据评分标准对参

赛队提交方案进行评

分。 

100 35% 

在 100分中 MA、

MB、MC占比 4:3:3, 

裁判人工阅卷 

第二阶段

第二部

分：作业

调度与实

施 

作业调

度与实

施 

裁判根据评分要素对参

赛队在作业过程中准确

完成的任务加分，同时

对操作中存在的不安全

行为、失误、不规范作

业扣分；作业速度不作

为加分项，当参赛队成

绩相同时，作业速度快

的参赛队名次在前。 

100 35% 裁判现场评分 

第三阶

段：工作

总结与答

辩 

方案汇

报和 

答辩 

汇报内容完整性、准确

性； 

语言表达能力； 

精神面貌与基本礼仪； 

答辩的表达及逻辑性； 

时间控制恰当。 

100 15% 裁判现场评分 

（三）评分细则 

第一评分细则 

评分要素 评分标准 赋分 

职 业 素 养

考核 

单选选择题 共 40小题，每题 0.5分 20 

多选选择题 共 10小题，每题 1分 10 

判断选择题 共 40小题，每题 0.5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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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务题 共 5大题，每题 10分 50 

第二阶段第一部分评分细则 

评分要素 评分标准 赋分 

作

业

任

务

优

化 

MA 

仓

储

作

业

优

化 

入库作业、

出库作业、

在库作业、

信息及数

据处理 

入库作业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值。 

100 

（占比

35%） 

出库作业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值。 

在库作业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值。 

信息及数据处理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

分值。 

MB

运

输

作

业

优

化 

运输方式

选择、运输

组织优化、

运输线路

选择、信息

与数据处

理 

运输方式选择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

值。 

100 

（占比

30%） 

运输组织优化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

值。 

运输线路选择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

值。 

信息及数据处理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

分值。 

MC

配

送

作

业

优

化 

智慧配装

配载计划、

配送路线

选择、配送

效率及效

益分析、信

息与数据

处理及 

配装配载计划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

值。 

100 

（占比

30%） 

配送路线选择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分

值。 

配送效率及效益分析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

应的分值。 

信息及数据处理的准确性，每错一处扣相应的

分值。 

PP

T

制

作 

对 MA、MB、

MC 三个模

块的内容

完 成 PPT

制作 

1.幻灯片制作框架正确(有封面、目录、正文、

致谢)，正文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条理清晰； 

2.排版字体字号符合要求。图表丰富，适当运用

多媒体表现，画面美观； 

3.PPT 文件中不允许出现任何参赛队所在省、

市、院校及个人姓名信息。 

100 

（占比

5%） 

第二阶段第二部分评分细则 

作业 

区域 

作业

内容 

分

值 
扣分项说明 级别 单项（次）扣分 

信息处 订 单 10 仓储订单未打印并提交或提交错误 ─ 10/订单行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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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区 录 入

和 打

印 

（以纸质订单为准，按未提交或错误的订单行累

计） 

5 

运输单据未打印并提交或提交错误 

（以纸质订单为准，按未提交或错误的订单行累

计） 

─ 5/订单行总数 

收货区 

入 库

理 货

和 验

收 

— 

入库单未打印并交仓管员，就开始收货和验货 3级 0.6 

入库单没有签字和交单，就将货品搬出收货区 3级 0.6 

提交的入库单未备注实际收货数量 

(按出错入库单的张数累计) 
2级 0.4 

提交的入库单未备注非正常货品 

(按出错入库单的张数累计) 
2级 0.4 

提交的入库单未签“仓管员”或签错 

(按出错入库单的张数累计) 
2级 0.4 

入库单交单时交错联(按出错入库单的张数累计) 2级 0.4 

托盘货

架区 

入 库

上架 
16 

未完成货品的入库上架（包括返库） 

(按未完成入库上架的托盘数累计) 
─ 16/入库托盘总数 

入库上架的货品组托箱数出错(按出错的托盘数

累计) 
3级 0.6 

入库上架储位选错(按出错的托盘数累计) 3级 0.6 

移库 5 
未正确完成货品的移库 

(按未正确完成移库的托盘数累计) 
─ 5/移库托盘总数 

电子拣

选区 

补货 6 

未完成货品的补货。 

(按未完成补货的货品批次数累计) 
─ 6/补货批次总数 

补货数量或批号出错(按出错的货品批次数累计) 4级 1 

未从托盘货架区整箱出库后补货，而从其它区域

直接补货 
3级 0.6 

未将需补货的货品托盘拉入电子拣选区内，而是

直接从托盘交接区取下纸箱进行补货 
3级 0.6 

盘点 4 

未完成盘点任务或盘点信息错误 

（以提交的纸质盘点单为准，按未完成的盘点品

类累计扣分） 

6级 
4/盘点的品类数

量 

4级 1 

发货区 出库 18 

未完成货品的出库或出库错误 

(按未完成出库或错误的货品批次数累计) 
─ 18/出库批次总数 

周转箱上未贴客户标签或贴错 

(按出错的箱数累计) 
4级 1 

出库单未签“仓管员”(按出错出库单的张数累

计) 
2级 0.4 

出库单交单时交错联（应交收货人联）(按出错

出库单的张数累计) 
2级 0.4 

需要入库和出库的一批货品，未入库上架就直接

出库 
4级 1 

异常货 验收 3 异常货物存放错误（按错误货物批次数累计） ─ 3/异常货物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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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存放

区 

异常

处理 

总数 

干线货

物暂存

区 

货物

暂存 
3 货物暂存错误（按错误货物批次数累计） ─ 

3/货物暂存批次

总数 

月台区 

到货 

入库 
13 

到货入库错误 

（按未完成货品批次数累计） 
─ 

13/到货入库货品

批次总数 

《到货通知单》没有签字，就开始进行信息录入及

搬运货物。 
3级 0.6 

到货 

运输 
17 

到货发运错误 

（按未完成货品批次数累计） 
─ 

17/到货运输货品

批次总数 

运输单据未打印，就开始运输作业。 3级 0.6 

作业规范 扣分项说明 级别 单项（次）扣分 

叉车操作 

叉车明显撞击货架。（按出错次数累计） 6级 3 

紧急制动不当出现拖痕（按出错次数累计） 5级 2 

叉车行驶中出现轮胎离地（按出错次数累计） 5级 2 

叉车在行驶时，货叉离地距离不在 30cm-40cm 之

间（在同一区域只计数 1次） 
3级 0.6 

叉车行驶中升降货叉（按出错次数累计） 3级 0.6 

未按规范起步：合上电源总开关，闭合方向开关，

鸣笛，松开驻车制动，上升货叉，门架后仰（以上

步骤少做一步计数 1次，顺序不正确只计数 1次） 

1级 0.2 

未按规范停车下车：减速停车，门架回位，车轮回

正，拉紧驻车制动，方向开关回位，关闭电锁，切

断总电源，规范下车（以上步骤少做一步计数 1次，

顺序不正确只计数 1次） 

1级 0.2 

未按取货八步：驶进货位、垂直门架、调整叉高、

进叉取货、微提货叉、后倾门架、驶离货位、调整

叉高要求进行叉取货物（以上步骤少做一步计数 1

次，顺序不正确只计数 1次） 

1级 0.2 

未按卸载八步：驶进货位、垂直门架、调整叉高、

进车对位、落叉卸货、退车抽叉、后倾门架、调整

叉高进行卸载货物（以上步骤少做一步计数 1次，

顺序不正确只计数 1次） 

1级 0.2 

叉取货物未能一次成功（按调整次数计数），或进

叉时撞击托盘。 
2级 0.4 

未按规范上车：左手扶安全把手、右手扶座椅、左

脚登踏、正确系上安全带和佩戴安全帽（以上步骤

少做一步计数 1次） 

1级 0.2 

手动托盘搬运车 

不规范停放（按出错次数累计）：包括停放时未按

照规范停车；停放时未降叉。 
3级 0.6 

行进起降叉。（按出错次数累计） 2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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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设备操作 
未按要求使用手持扫描、录入和确认信息。 

（按出错次数累计） 
5级 2 

安全管理 

货物、托盘、设备或周转箱掉落地面或人员摔倒。 

(按出错次数累计) 
6级 3 

货物、人员、设备之间发生明显碰撞。 

 (按出错次数累计) 
5级 2 

货物、人员、设备压、越黄色实线。 

 (按出错次数累计) 
4级 1 

货物、人员、设备碰到标杆，发生倾倒或明显移动。 

(按出错次数累计) 
4级 1 

非叉车操作员进入托盘货架区。（按出错次数累

计） 
4级 1 

非信息员操作信息系统。（按出错次数累计） 4级 1 

人工跨区搬运货品、纸箱或周转箱。 

（按出错次数累计） 
4级 1 

置设备于无人看管（按出错次数累计）： 

（注：公共通道中所有设备出现人车分离的情况

都属于无人看管； 

如设备放置在区域中，虽然操作者离开该区域，但

是该区域还有人员，且设备得以合理处置（如刹车

等），不属于无人看管，否则属于无人看管）。 

2级 0.4 

5S管理 

比赛结束时，出现如下不规范现象：货品未码放整

齐；设备和工具未归位；空纸箱和空托盘未回收。

（按出错次数累计） 

2级 0.4 

备注： 

1.未标注级别的扣分项是对作业内容未完成程度的扣分，单项具体分值根据题目实际情况计算

确定； 

2.标注级别的扣分项是对作业存在部分错误、违反操作安全、操作规范或流程控制的扣分，分

为 1到 6级，根据违规严重性程度依次增加，对应的分数分别为，1级：0.2，2级：0.4，3级：

0.6，4级：1，5级：2，6级：3。 

3.当参赛队出现本表没有定义的危险或不规范动作时，裁判记录比赛的情况，并由裁判组和监督

仲裁组共同确定具体的分值。 

4.在任何时候，如果裁判认为有必要，经裁判长同意，可以终止参赛队的比赛。 

第三阶段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要素 评分标准 分值 

1 汇报内容 

汇报第二阶段作业任务优化完成情况，汇报

内容全面准确，详略得当。裁判依据汇报情

况酌情评分。 

40 

2 语言表达 

参赛队员汇报及答辩时表达清晰，举止得

体，口齿清楚，答辩时语速适当，语言准确，

声音清晰,有一次明显停顿扣 2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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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时间控制 

团队合作 

陈述时间在最后一分钟内完成，时间把握恰

当，推迟或提前 3 分钟及以上结束扣 2分；

团队成员都能参与答辩，少一人答辩扣 3分。 

10 

4 
答辩 

沟通技巧 

对裁判提出的问题能正确回答，简洁明确，

详略得当。 
20 

5 仪容仪表 

参赛队员着装整洁，陈述过程中表情自

然，陈述前后有开头语以及结束语，少一

项扣 2分。 

10 

（四）裁判员人数及条件 

裁判员人数及条件 

十二、奖项设定 

按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惩办法》的有关规定如下： 

1.团体奖 

大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按实际参赛代表队的 10%、

20%、30%分别设置，小数点四舍五入。大赛设置奖杯、获奖证书、

奖品。 

序号 
专业技术 

方向 
知识能力要求 

执裁、教学、工

作经历 

专业技术

职称（职

业资格等

级） 

人数 

1 物流管理 

从事物流教育，

掌握现代物流作

业流程及规范，

熟练基本物流业

务 

5年以上教学经

历或省一级赛事

3年以上执裁经

验 

副高职称

及以上 
24 

2 物流运营 

拥有物流实际运

营管理经历，熟

练基本物流业

务，熟悉各类物

流设施设备和工

具及其使用方法 

5年以上教学经

历或省一级赛事

3年以上执裁经

验 

高级技师

或同等级

职称及以

上 

20 

裁判

总人

数 

 

44人（除裁判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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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导教师奖 

大赛为获得一等奖的指导教师设置优秀指导教师奖。 

十三、赛项预案 

1.计算机出现卡顿或故障问题预案。作业任务优化和职业素养

考核阶段计算机为 4 备 1，实操环节信息员区域提供 2台电脑可供

同时操作。因设备问题，由裁判计时，裁判长确认后补时。若因操

作不当造成，由操作者个人负责。 

2.由于临时停电造成比赛中断的预案。由裁判计时，裁判长确

认后延时。 

3.由于设备故障在实操环节出现比赛中断的预案。由裁判计

时，裁判长确认后补时。 

4.未能预知的其他问题的预案。裁判长根据裁判的报告，根据

现场实际情况，做出裁定。 

十四、赛项安全 

为确保赛项安全顺利地进行，保障各地参赛队师生的人身安

全，及时有效地处理大赛期间突发安全事故，保证大赛安全有序地

进行，特制定突发安全保障应急预案。 

（一）组织机构 

1.成立大赛突发安全事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由赛点总指挥任

组长，副总指挥任副组长，成员由安保组组长、后勤保障组组长等

人员组成。 

2.大赛突发安全事故应急工作领导小组职责 

统一指挥、协调和组织大赛期间突发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工

作。制定各类突发事故的应对措施，重点做好火灾安全事故、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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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食物中毒安全事故、用电安全事故、医疗紧急病情的防

范工作，组织各种突发事件的紧急处理，最大程度地避免次生事

故，及时报告上级有关部门，做好各种事件的善后工作。 

（二）安全事故报告及处理程序 

1.大赛过程中如遇突发安全事故后，有关人员必须立即向领导

小组报告，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案请求援助。 

2.大赛过程中如遇突发安全事故后，本着“先控制、后处置、

救人第一，减少损失”的原则，领导小组应果断处理，积极抢救，

指导现场参赛师生离开危险区域，保护好大赛区域内的贵重物品，

认真维护现场秩序，做好事故现场保护工作，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3.大赛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接到大赛突发安全事故报告

后，立即到达事故现场，迅速组织抢救和善后处置，并根据事故情

况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 

4.大赛期间遇有突发或紧急情况，有关人员按赛场疏散图指

示，由指定专人指引、带领及时做好疏散。 

（三）大赛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重大火灾事故 

（1）大赛赛场或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火险后，在场人员应立

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并同时拨打 119 报警，及时疏散在场人员有

序撤到安全地带，安排做好消防人员车辆迎候。 

（2）如果发生火灾后，在场人员应避免过度惊慌、盲目乱跑，

应按照疏散指示标志、出口通道提示有序逃生，逃生时不可互相拥

挤、推搡，不乱喊乱叫。 

（3）请全体人员在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及时了解应急疏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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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位置和逃生通道，掌握使用灭火器材方法，不要堵塞消防通

道。 

（4）一旦火险发生后，人员疏散场地为学校操场，安排专人进

行现场秩序疏导和维护。 

2.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1）指挥参赛学生紧急集合疏散至安全地段，迅速将事故信息

上报大赛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2）要迅速抢救受伤师生，在最短时间内将受伤师生送到就近

或指定医院救治，根据情节分别及时报警 110、120 请求援助，并保

护好事故现场。 

（3）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3.食物中毒安全事故 

（1）立即停止配餐餐厅的经营活动，及时向大赛突发安全事故

应急领导小组及卫生防疫部门报告，根据情节分别及时报警 110、

120 请求援助。 

（2）积极协助卫生机构救助病人，需要时协助转送指定医院治

疗。 

（3）封存造成食物中毒或可能导致食物中毒的食品和原料、工

具、设备和现场。 

（4）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的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样品。 

（5）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4.用电安全事故 

（1）发现触电事故时，首先应立即切断电源，并控制好大赛现

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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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触电者视其情况，应采取有效措施，当场联系现场医护

人员实行应急救护，严重者及时拨打 120 请求救援，协助转送附近

医院。 

（3）迅速将事故信息上报大赛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4）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善后处置工作。 

5.医疗紧急病情救治 

（1）夏季是传染病多发季节、本次大赛参赛人数多，大赛建立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应急处理机制，保障各地参赛选手和服务人

员的身体健康。 

（2）大赛场地要做到干净、整洁，场馆内要保持空气流通，预

防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 

（3）建立应急快速反应机制，由专人负责购置必要的急救药品

在大赛期间预备使用。如遇特殊情况实施必要的急救措施，并及时

与 120 急救中心联系送往医院救治。 

（4）为了预防流行性病毒的传播，大赛期间设立隔离室，一旦

发现疑似症状应以最快的速度进行隔离，排查病情并及时上报大赛

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领导小组。 

十五、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规定的地区代表队名称，不使用学校或

其他组织、团体名称。 

2.参赛队员在报名获得审核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筹备

过程中，队员因故不能参赛，所在省教育主管部门需出具书面说明

并按相关规定补充人员并接受审核；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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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员，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3.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有效证件，按时参加检录和竞

赛，如不能按时参赛以自动弃权处理。凭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参赛证

和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4.参赛队员统一着装，须符合安全生产及竞赛要求。 

5.参赛队员应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文明

竞赛；持证进入赛场，禁止将通讯工具、自编电子或文字资料带入

赛场。 

6.比赛过程中，选手休息、饮水或去卫生间等所用时间，一律

计算在操作时间内。  

7.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比赛终止时

间由裁判员记录，参赛队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 

8.参赛选手参加现场操作竞赛前，应由参赛校进行安全教育。

如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及时向裁判员报告，裁

判员视情况予以判定，并协调处理。对选手未发现的安全隐患或违

章操作行为，裁判员应及时指出并予以纠正。 

（二）指导教师须知 

1.指导教师经报名、审核后确定，一经确定不得更换。允许指

导教师缺席比赛。 

2.指导教师在进入比赛现场观摩时，应遵守赛场管理须知和赛

场纪律。 

3.准时参加赛前领队会议，并认真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确保准

确及时召集本队人员按时到达赛场。 

4.熟悉竞赛规程和赛项须知，领队负责做好本参赛队比赛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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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与组织工作。 

5.各参赛队领队、指导教师在比赛期间需保持通信畅通。 

6.贯彻执行大赛各项规定，各参赛队领队、指导教师在比赛前

和比赛期间不允许私自接触裁判、与裁判谈论与比赛有关的内容，

不得以任何形式影响裁判人员的评判。 

（三）参赛选手须知 

1.严格遵守技能竞赛规则、技能竞赛纪律和安全操作规程，尊

重裁判和赛场工作人员，自觉维护赛场秩序。 

2.佩带参赛证件进入比赛场地，并接受裁判的检查。 

3.进入赛场前须将手机等通讯工具交赛场相关人员妥善保管。

选手不得携带任何纸质资料、通讯工具、电子书、存储设备、照相

及录像设备等进赛场，若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4.选手在收到开赛信号前不得开始或启动操作，竞赛过程中不

准擅自离开赛场。竞赛结束时间到达，应立即停止比赛，不得拖延

竞赛时间。竞赛完成后必须按裁判要求迅速离开赛场，不得在赛场

内滞留。 

5.严禁作弊行为。 

6.爱护竞赛场所的设备、仪器等，不得人为损坏竞赛用仪器设

备。 

7.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过程和相关准则，保

证设备及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设备故障导

致选手中断或终止比赛，由大赛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 

8.在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

作，或造成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将被终止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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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人员须知 

1.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统一领导，严格遵守竞赛纪律及时间安

排，严守工作岗位，不得无故离岗。 

2.工作人员必须着装整齐，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

证件，精神饱满、热情服务。 

3.熟悉赛项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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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指挥人员疏散，确保人员安全。  

4.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进入比赛现场。 

5.选手提问，经允许后，可以提问不清楚的问题，裁判人员须

正面回答。 

6.赛场内保持安静，不准吸烟。 

7.各赛场除裁判、赛场配备的工作人员以外，其他人员在竞赛

时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赛场。 

8.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组委会允许，并且听从现

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不能影响竞赛进行。 

9.负责各自赛区的裁判员和工作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其它赛区。 

十六、申诉与仲裁 

1.各参赛队对不符合大赛和赛项规程规定的仪器、设备、工装、

材料、物件、计算机软硬件、竞赛使用工具、用品，竞赛执裁、赛场

管理，以及工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等，可向赛项监督仲裁组提出申诉。

申诉主体为参赛队领队。 

2.监督仲裁人员的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地点应该在竞赛期间向

参赛队和工作人员公示，确保信息畅通并同时接受大众监督。 

3.申诉启动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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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向赛项监督仲裁工作组递交亲笔签字同意的书面申诉报告。申诉

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等进行充

分、实事求是的叙述。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4.提出申诉的时间应在比赛结束后（选手赛场比赛内容全部完成）

2 小时内。超过时效不予受理。 

5.赛项监督仲裁组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 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

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

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队向赛区仲裁委员会

提出申诉。赛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6.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不能代收，如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申诉

人离开，视为自行放弃申诉。 

7.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8.申诉方必须提供真实的申诉信息并严格遵守申诉程序，不得以

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 

十七、竞赛观摩 

本赛项安排各参赛队进入赛场观摩，观摩人员必须服从工作人员

的指挥，进场后必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按照规定的时间，持观摩

证，有序进行观摩。观摩期间不得吃任何食物，不得吸烟，不得大声

喧哗，不得拥挤推搡，若出现安全隐患，大赛工作人员有权临时清场

以保证观摩的人员安全。 

十八、竞赛直播 

赛项全程监控摄像并全部存档，优秀实施方案汇编并刻录成碟。 

十九、资源转化 

参照《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资源转化工作办法》的有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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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按规定时间完成赛项赛后教学资源转化方案及转化成果，如下： 

1.转化方案细化 

根据赛项内容和专业建设要求，将赛项的知识点、技能点与合实

训课程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要求进行比对，形成大赛风采展示、技能概

要和教学资源设计方案。 

2.竞赛资源整理与分析 

对大赛形成的赛题数据、视频和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形成大赛数据，

通过大赛数据分析，对比赛反映出来的教学和训练问题进行分析，形

成赛项分析报告。  

3.资源制作 

根据资源转化要求制作赛项宣传片和技能概要。以比赛内容，结

合企业的典型工作任务和实际的岗位能力要求，开发和转化一体化教

学资源库。所有的一体化教学资源均采用数字化形式，并搭建统一的

基于互联网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网络平台，方便参赛院校使用。 

4.比赛成果文件汇总转化 

比赛过程中和比赛完成后会产生大量的资源文件，包括比赛的相

关组织文件、技术文件、现场视频、课程资料、总结文件等，执委会

将统一归档上传至教学资源库网络平台，为院校提供共享服务。 

二十、其他 

1.参赛选手及相关工作人员，由赛点赛务工作小组统一安排食宿，

费用自理。 

2.本技术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织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