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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培字〔2022〕179 号

关于举办“中文+物流职业技能”国际赛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推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

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

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落地落实，促进新时代职业

教育对外开放，培养高素质国际化职业技术技能人才，经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以下简称中物联）研究决定，举办“中文+物

流职业技能”国际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承办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

协办单位：“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发展人文交流研究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澜湄区域职业教育合作联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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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二、“中文+物流职业技能”国际赛国际学生组竞赛安排

（一）参赛对象

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财经商贸大类相关专业各类境

外具有中国学籍和国外学籍职业院校的学生及国外行业企业员

工对赛项感兴趣者。每位参赛选手可由 1-2 名教师作为指导教

师，负责参赛辅导和参赛组织工作。

（二）竞赛目的

1.“专业理论知识比赛”阶段，考察参赛选手对专业技术知

识的掌握，通过竞赛使选手更好掌握从事物流、电商、国际贸易

等相关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

2.“专业认知与职业发展规划展示”阶段，考察学生的专业

认知以及职业发展规划，参赛选手通过使用中文录制主题视频，

促进对所学中文知识、中国文化的熟练掌握，提升表达能力。

（三）赛程及竞赛内容

本竞赛分初赛、决赛两个阶段，两个赛段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1.报名

http://www.baidu.com/link?url=RJh8oyRJUKP24-4pg5YBbfn0m69fFTBs2_PQQD4km8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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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3 年 1 月 31 日；

报名方式：登录竞赛官网（http://gjdsen.clpp.org.cn/），

点击“国际学生竞赛报名”填写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2.初赛

初赛时间：2023 年 2月 20 日 09：00-24 日 17：00，在此时

间段任意时间进入竞赛系统完成线上知识竞赛即可；

初赛为线上专业知识竞赛，题库包含相关专业知识，竞赛试

题类型为选择、填空、判断、多媒体综合应用。初赛提供练习题

库，选手可在备赛期间，登录系统进行赛前练习。赛题为中文，

正式竞赛时系统随机抽取试题生成试卷，试卷含 70%的练习题，

参赛选手需在 45 分钟内完成。

3.决赛

决赛时间：2023 年 3月 12 日；

决赛以视频的方式呈现，视频包括参赛选手使用中文自我介

绍、对所学专业的理解、职业规划等内容，能够突出所学专业知

识和技能以及未来职业规划。视频要求图像、声音清晰，视频总

长度不超过 5 分钟，分辨率不低于 720P，大小不超过 350MB，视

频格式为 MP4 格式。视频开头要求展示作品名称、参赛选手单位

和姓名。所有参赛内容不能出现对国家、种族、民族、性别、职

业、身体等歧视或者负面言论内容，否则视为无效作品。请参赛

选 手 于 2023 年 3 月 12 日 前 将 参 赛 视 频 发 送 至 邮 箱

wljzw@vip.163.com，文件命名格式为“国际赛+姓名”。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总成绩排名前 10%的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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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总成绩排名前 10%-30%的参赛选手；

三等奖：总成绩排名前 30%-60%的参赛选手；

优秀指导教师：对获得一等奖参赛选手的指导教师授予优秀

指导教师奖；

主办单位对获奖个人颁发获奖证书，对赛事组织贡献大的参

赛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获得一等奖的参赛选手将免试获得由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颁发的助理级物流师职业能力等级认证证

书。

三、“中文+物流职业技能”国际赛教师组竞赛安排

（一）参赛对象

从事过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财经商贸大类相关专业

国际学生教育的职业院校教师。

（二）竞赛目的

本次竞赛主要基于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财经商贸大

类相关专业国际学生职业教育背景，围绕“中文+物流职业技能”

主题，通过“备-说-教”的赛题设计，立体化、全过程考察教师

的创新性课程设计能力、信息化教学实施能力和数字化专业实践

能力，为广大教师搭建相互交流、学习和合作的平台，服务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财经商贸

大类相关专业师资国际化教育能力。

（三）竞赛赛程及内容

凡面向物流、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等财经商贸大类专业国际

学生开设的专业知识课程、专业技能实践课程、国际中文类课程

等均属于本次大赛范畴，参赛授课语言为中文或中英双语。本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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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分初赛、决赛两个阶段，两个赛段成绩各占总成绩的 50%。

1.报名

报名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3 年 1 月 31 日；

报名方式：登录竞赛官网（http://gjdsen.clpp.org.cn/），

点击“教师竞赛报名”填写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

2.初赛

初赛时间：2023 年 2月 20 日；

初赛需选定一门属于大赛规定范畴的课程进行教学设计，课

时不限。请参赛教师于 2023 年 2月 20 日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

教学设计 pdf 文件。

3.决赛

决赛时间：2023 年 3月 12 日；

决赛为提交模拟授课视频，参赛选手选取一个教学环节（或

部分教学内容），围绕“中文+物流职业技能”教育主题，充分

考虑国际学生中文与专业教学的特殊性、课程的适应性，运用信

息化教学设备和信息化教学手段，完成线上模拟授课。视频要求

图像、声音清晰，视频总长度不超过 10分钟，分辨率不低于 720P，

大小不超过 800MB，视频格式为 MP4 格式。视频开头要求展示作

品名称、参赛者单位和姓名等。请参赛教师于 2023 年 3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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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将材料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提交。

（四）奖项设置

一等奖：总成绩排名前 10%的参赛选手；

二等奖：总成绩排名前 10%-30%的参赛选手；

三等奖：总成绩排名前 30%-60%的参赛选手；

主办单位对获奖个人颁发获奖证书，一等奖选手所在院校将

获得主办方颁发的“‘中文+职业技能’教学创新典范奖”和“最

佳组织奖”证书。

四、组委会联系方式

联系人：司老师 张老师

联系电话：010-83775925 010-83775897

附件：1.国际学生组专业认知与职业发展规划展示评分表

2.教师组教学设计评分表

3.教师组模拟授课评分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22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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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际学生组专业认知与职业发展规划展示评分表

评分要素 评分要点 评价内容 分数

自我认知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较为全面，从个人兴

趣爱好、成长经历社会实践中

多方面介绍自己。

10 分

专业认知和职

业规划内容

专业认知

1.能够正确认识、理解所学专

业，了解专业发展趋势。

30 分

2.对所学专业、专业就业前景

有认同感

3.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

储备，能够正确理解专有名词

含义。

职业规划

1.了解专业就业趋势以及目

前专业就业状况。

30 分2.了解行业中的就业需求，能

够提出自己的职业目标、发展

路径和行动计划。

参赛视频内容

视频完整性
视频内容完整，格式正确，画

面清晰。

30 分

语言流畅性

能够较流利的使用中文进行

表达，语句连贯，用词恰当，

表达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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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师组教学设计评分表

评价要点 评价内容 分值

教学设计

教学理念与目标适应物流专业国际学

生人才培养的要求，充分考虑留学生中

文教学的差异性、课程的适应性，教学

目标表述明确、相互关联，重点突出、

可评可测。

20

教案设计层次分明、思路清晰、重难点

突出，有利于引导学生学习。多媒体课

件制作优良，准确的承载知识，生动并

吸引学生。

20

能够设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引导的课

程教学内容，启发学生思考。促进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自主学习，讨论交流，

测评点评等环节。

20

所提交的教学设计文档体例规范，用词

准确，内容全面，章节清晰、格式规范。
10

教学创新

合理运用互联网教学平台、大数据、虚

拟仿真、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以及数字

资源、信息化教学设施 设备更好的承

载教学内容，改造传统教学与实践方

式，支撑教学创新。

20

考核评价

开展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学评

价，包括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以考察学生工作能力为出发点设计

多元的评价方式，能合理的评价学生

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且能给予及时、

定量的反馈，帮助学生及时发现问题并

提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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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师组模拟授课评分表

评价要点 评价内容 分值

授课内容

教学过程完整，教学理念先进，教学各环

节安排得当，重难点化解有效，时间把握

合理，衔接自然。

20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知识或技能的教授清

晰，有示范性。教师能充分运用信息化手

段，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学习习惯。

20

教学过程中注重“中文+职业技能”的双

向传授，充分考虑留学生中文教学的差异

性、课程的适应性。

20

信息化

应用

能娴熟、恰当、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

实施教学，教学手段新颖，富有创新意识，

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

习惯。

15

考核评价

关注教学全过程的信息采集，针对目标要

求开展教学与实践的考核评价，重视课程

的过程性考核。

15

教姿教态

教学过程中语言流畅、表达清晰，富有感

染力；教态大方得体，能带动积极的课堂

氛围。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