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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第三届全国电子信息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 

“北测数字杯”全媒体运营师竞赛 

赛项规程 

为确保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电

子信息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北测数字杯”全媒体运营师

竞赛能够顺利实施，特制订如下规程。具体各赛区选拔赛及

全国总决赛竞赛规程，以赛前颁布的正式规程文件为准。 

一、竞赛项目 

2021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电子信息

服务业职业技能竞赛—“北测数字杯”全媒体运营师竞赛。 

二、竞赛标准 

本次竞赛参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全

媒体运营师主要工作任务以及全媒体运营师行业职业技能

规范，结合全媒体运营师实际工作要求，适当增加新知识、

新技术、新技能的相关内容，由组委会统一组织命题。 

三、竞赛内容 

（一）竞赛分组 

本竞赛分为职工组、学生组两个组别。职工组为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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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组为团体赛，由 3 名学生、2 名指导教师组成。 

（二）考试时间 

学生组与职工组竞赛用时均为 240 分钟（4 小时），比

赛过程连续进行。 

（三）理论和实操占比 

竞赛总分满分为 100 分，实际得分采取分项得分、累计

总分的计分方式。赛项分为理论题和实操题考核两个环节，

分值比例为 20%和 80%。 

（四）理论题竞赛 

考核内容：理论考核涵盖全媒体运营、全媒体传播矩阵、

网络热点信息、数据分析、舆情监测和网络信息技术等多方

面内容知识点，总分为 100 分，占竞赛总成绩 20%。 

（五）实操题竞赛 

考核内容：实操题竞赛部分以全媒体运营师核心工作流

程策、采、编、发环节为主，以全媒体运营师岗位技能要求

为基础，主要分为全媒体素材采集与加工、全媒体内容制作

与开发、全媒体作品聚合与发布和职业素养四个部分，分值

总共为 100 分，占总成绩 80%。 

1.全媒体素材采集与加工 

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对指定的素材进行采集，在全媒

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统平台对素材进行分类整理，通过AE、

PS、PR、格式工厂等软件对素材进行处理加工，使其符合全

媒体作品使用要求。 

2.全媒体内容制作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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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结合任务书上提供的分镜图

文脚本，把 U 盘中提供的素材结合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

统平台，设计制作成为全媒体可视化作品。 

B、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结合任务书上提供的分镜图文

脚本，把 U 盘中提供的素材用 HTML5+JS+CSS3 开发语言，

通过 HBuilder 编译器制作，开发成为一个完整的全媒体页

面开发作品。 

3.全媒体作品聚合与发布 

根据竞赛任务书要求，把第一部分处理过的全媒体素材

和第二部分制作的全媒体可视化作品（不含全媒体页面开发

作品）在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统平台上聚合成一个完整

的全媒体作品，并按照全媒体审核发布流程，在平台端发布

全媒体作品。 

4.职业素养 

考核选手在工位整洁、考场秩序等方面的职业素养。 

四、命题方式 

赛项通过真实全媒体中心项目为参考设计赛题，从行业

岗位核心工作流程策、采、编、发环节以及岗位职业素养等

多方面综合考核选手对全媒体相关内容的认知和利用各种

媒介技术的能力，包括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

等方面的技能水平。 

竞赛前 30 天由赛竞赛组委会公布样题。竞赛赛题由专

家工作组具体命题，最终赛题在现场督查工作人员监督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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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长抽取。 

五、成绩评定 

（一）成绩评分 

理论题的评分方法为系统自动评分，实操题的评分方法

为结果评分，由评分裁判进行主观评分，每个参赛队作品由

评分裁判进行评分，取各裁判评分的平均分为最终得分。 

（二）成绩复核 

为保障成绩评判的准确性，监督人员将对赛项总成绩排

名参赛队的成绩进行抽检复核，如发现成绩错误以书面方式

及时告知裁判长，由裁判长更正成绩并签字确认。复核、抽

检错误率超过 5%的，裁判组将对所有成绩进行复核。 

（三）最终成绩 

赛项最终得分按照百分制计分，最终成绩经复核无误，

由裁判长、监督人员签字确认后公布。 

表 1 技术评分点分布 

序号 模块 任务 分值 技能考核点 

1 

理论考

核（满

分 100

分） 

单选题、

多选题、

判断题 

100 分

（占总成

绩 20%） 

理论考核涵盖全媒体运营、全媒体

传播矩阵、网络热点信息、数据分

析、舆情监测和网络信息技术等多

方面内容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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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操考

核（满

分 100

分） 

全媒体素

材采集与

加工 

35 分（占

总成绩

28%） 

考核选手对素材进行加工，主要包

括：文字处理、加工音频素材、加工

图像素材、加工图形素材、加工动画

素 材 、 加 工 视 频 素 材 。 考 核

Photoshop 数字绘图软件的操作，

图形图像处理能力；考核Premiere、

After Effects 非线性编辑软件的操

作，数字声音处理、视频剪辑、编辑、

后期合成、特效制作等方面的能力。 

3 

全媒体内

容制作与

开发 

35 分（占

总成绩

28%） 

考察选手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

统平台，设计制作完成全媒体可视

化作品的能力。主要包括：关键

帧、进度、曲线变形、遮罩等动画

的制作，对时间轴、图层的操作能

力，无代码逻辑交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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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占

总成绩

16%） 

考察选手全媒体交互页面开发能

力，主要包括：HTML5、CSS3、

JavaScript 等前端编程语言应用，

移动端页面动画制作、逻辑交互制

作、作品适配处理等能力。 

4 

全媒体作

品聚合与

发布 

5 分（占

总成绩

4%） 

根据任务书要求，选手需准确管理

时间和熟悉操作流程，进行文字、

图片、音视频、全媒体可视化内

容、交互界面内容排版编辑，形成

完整的全媒体作品。按照全媒体内

容发布要求将制作完成的全媒体作

品进行发布。 

5 职业素养 

5 分（占

总成绩

4%） 

考核选手在职业规范、组织管理、

工作计划、精神风貌等多方面的职

业素养。 

六、竞赛设备与设施 

（一）学生组 

学生组竞赛为 3 人团体赛，每个参赛队伍配备三台计算

机（配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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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工组 

职工组竞赛为个人赛，每个参赛队伍配备一台计算机

（配耳机）。 

（三）软硬件配置 

1.硬件配置 

表 2 设备硬件配置参数 

序号 设备参数 

计算机 

CPU：英特尔 i5 及以上，主频 2.5GHz 及以上 

内存容量：8GB 及以上 

硬盘：200GB 以上 

显卡：1G 独显及以上 

液晶显示器：22 英寸及以上 

分辨：1920*1080 及以上 

系统软件：见表 3 软件配置 

2.软件配置 

表 3 设备软件配置表 

软件类型 软件 备注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Windows 7 64 位操作系统或 

操作系统：Windows 10 64 位操作系统 
 

文字处理软件 QQ 拼音、QQ 五笔输入法  

浏览器 Google Chrome 浏览器  

全媒体平台 BC 理论测评考试系统 V1.0 北京北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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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赛系统 V1.0  
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 

全媒体页面 

开发软件 

HBuilder 编译器 9.1.29.201811231920

版 

去除

jQuery

库 

支撑软件 

Office 2016   

Photoshop CC 2017  

Premiere CC 2017  

After Effects CC 2017  

格式工厂 最新版 

（1）操作系统 

本赛项采用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64 位系统。该系统

是微软公司发行的操作系统，系统稳定、安全性高，支持跨

平台应用，为比赛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系统平台环境。 

（2）浏览器 

本赛项提供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该浏览器支持

W3C 最新 WEB 协议且表现更稳定，并与 Windows 系统兼

容，保证竞赛操作环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3）全媒体平台 

北京北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全媒体综合实训与

竞赛系统是针对职业教育开发的全媒体综合技术实训平台，

是以市县区级融媒体中心运营平台为核心，涵盖全媒体核心

业务流程环节（策、采、编、发），可以快速实现信息的收

集和处理。平台包含基于国内主流的专业级全媒体内容设计

与制作软件技术构建的模块，支持图文、音视频、全景、数

据图表等多种媒体形式，支持触控、陀螺仪、定位、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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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拍照、录音等交互行为，支持基于时间轴的关键帧、

滤镜、进度、变形、关联等专业动画模式，支持智能渲染、

自动适配技术，加载快，跨平台兼容好，使用者可用它自由

创建丰富的交互内容和动画特效。 

北京北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的 BC 理论测评考试系

统具有专业的理论考试系统模块，具有人员管理、试卷管理、

模拟题库、在线考试等功能。 

（4）全媒体页面开发软件 

HBuilder 是 DCloud 推出的一款支持 HTML5 的 Web

开发 IDE（集成开发环境）。HBuilder 的编写用到了 Java、

C、Web 和 Ruby。HBuilder 本身主体是由 Java 编写，它

基于 Eclipse，所以顺其自然地兼容了 Eclipse 的插件。

HBuilder 的最大优势是快，通过完整的语法提示和代码输入

法、代码块等，大幅提升 HTML5、JS、CSS3 的开发效率。 

（5）支撑软件 

Adobe Photoshop CC 2017：Adobe Photoshop，

简称“PS”，是由 Adobe Systems 开发和发行的图像处理

软件。Photoshop 主要处理以像素所构成的数字图像。使用

其众多的编修与绘图工具，可以有效地进行图片编辑工作。

PS 有很多功能，在图像、图形、文字、视频、出版等各方面

都有涉及。 

Adobe Premiere CC 2017 ：Adobe Premiere 是一款

常用的视频编辑软件，由 Adobe 公司推出。是一款编辑画

面质量比较好的软件，有较好的兼容性，且可以与 Adobe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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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出的其他软件相互协作。 

Adobe After Effects 2017：是 Adobe 公司推出的一

款图形视频处理软件，适用于从事设计和视频特技的机构，

包括电视台、动画制作公司、个人后期制作工作室以及多媒

体工作室。 

Office 2016 ：Office 是微软的一个庞大的办公软件集

合，在功能的丰富性、实用性、领先性上都处于一线水准,在

国内极为普及。它可以节省办公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应用软件，甚至是企业的中流砥柱。 

格式工厂：是面向全球用户的互联网软件，由上海格式

工厂网络有限公司出品，“格式工厂”发展至今，已经成为

全球领先的视频图片等格式转换客户端。 

（6）网络环境 

承办单位为竞赛提供基于以太网技术的局域网环境（例

如机房或其它场所搭建的局域网环境均可），需确保网络环

境安全、稳定。 

七、工具及物料清单 

表 4 设备物料表 

序号 名称 说明 

1 计算机 

学生组参赛队 3 台/队 

职工组参赛队 1 台/队 

（预备 10%的备用机） 

2 
BC 理论测评考试系

统 V1.0 
北京北测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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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综合实训与竞

赛系统 V1.0  

3 耳机 每位参赛选手配 1 个 

4 U 盘 每个参赛队配 1 个 

八、竞赛场地及工位设置 

竞赛在室内进行，竞赛现场设置场内竞赛区、现场裁判

工作区、技术支持区，场外互动区等。 

技术支持保障人员在技术支持服务区候场，有需要时在

现场裁判的带领下到相关的工位进行赛场技术支持保障，在

条件具备时，技术支持区可不设置在考场内。 

（一）学生组 

学生组独立工位的竞赛场地需求至少为 6 平方米

（3m×2m），确保参赛队之间互不干扰。工位区间内放置

有 1 张工作台，3 把工作椅（凳），工作台上面摆放 3 台计

算机等。 

（二）职工组 

职工组独立工位的竞赛场地需求至少为 3 平方米

（2m×1.5m），确保参赛队之间互不干扰。工位区间内放

置有 1 张工作台，1 把工作椅（凳），工作台上面摆放 1 台

计算机等。 

工作台内提供有 220V 交流电源。各工位分区供电，强

电弱电分开布线。现场临时用电需满足《施工现场临时用电

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 的要求。 

竞赛现场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现场消防器材和消防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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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效，应急照明设施状态合格，赛场明显位置张贴紧急疏

散图，赛场出入口专人负责，随时保证安全通道的畅通无阻。 

竞赛现场需通风良好、照明需符合教室采光规范。 

九、安全防护要求 

赛事安全是技能竞赛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是

赛事筹备和运行工作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赛项组委会采取

切实有效措施保证竞赛期间参赛选手、指导教师、教练、专

家、裁判员、技术支持、志愿者等人员的人身安全。 

（一）安全防范措施 

1.参赛选手根据规定确认竞赛设备是否安全完好，严格

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判

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使用竞赛设备时，请详细了解各比赛设备性

能参数，确保设备的正常使用。 

3.参赛选手请勿触碰比赛工位上 220V 强电插座，注意

用电安全。 

4.根据参赛小组情况，冗余准备 5%-10%硬件设备，防

止比赛现场因硬件设备故障影响赛项进行的情况。 

5.为避免现场突然断电的情况，承办单位应准备发电机

或备用电源方案，保证赛事正常进行。 

（二）安全管理要求 

1.赛项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比赛现场、住宿场所

和交通保障进行考察，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赛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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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赛场内的器材、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如

有必要，也可进行赛场仿真模拟测试，以发现可能出现的问

题。承办院校赛前须按照赛项执委会要求排除安全隐患。 

2.赛场周围设警戒线，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

件。 

3.承办院校应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实施，必须明确制度和

预案，并配备急救人员与设施。 

4.赛项执委会须会同承办单位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

人员疏导方案，除了设置明确标识外，须增加引导人员，并

开辟备用通道。 

5.竞赛期间，赛项承办单位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

增加力量，负责不间断的安全巡查，建立安全管理日志。 

6.在参赛选手进入赛位，赛项裁判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

所时，赛项承办单位有责任提醒、督促参赛选手、赛项裁判

工作人员严禁携带通讯、照相摄录设备，禁止携带未经许可

的用具。如确有需要，由赛场统一配备、统一管理。赛项可

根据需要配置安检设备，对进入赛场重要区域的人员进行安

检。 

（三）生活条件 

1.比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应具有宾馆、住宿经营许可资

质。 

2.比赛期间，原则上由赛事承办单位统一安排参赛选手

和指导教师食宿。承办单位须尊重少数民族参赛人员的宗教

信仰及文化习俗，根据国家相关的民族、宗教政策，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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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参赛选手和教师的饮食起居。 

3.竞赛组委会和承办单位须保证比赛期间选手、指导教

师和裁判员、工作人员的交通安全。 

4.各赛项的安全管理，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保护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 

（四）应急处理 

比赛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时，发现者应第一时间报告竞赛

执委会，同时采取措施，避免事态扩大。竞赛执委会应立即

启动预案予以解决并向全国竞赛组委会报告。出现重大安全、

卫生问题，赛项可以停赛，是否停赛由全国竞赛组委会决定。 

（五）处罚措施 

1.赛项出现重大事故的，停止承办单位赛项承办资格。 

2.因参赛队伍原因造成重大事故的，取消其比赛资格。 

3.参赛队伍存在违规行为的，经赛场工作人员提示、警

告无效的，可取消其继续比赛的资格。 

4.赛事工作人员违规的，按照相应的制度追究责任。情

节恶劣并造成重大事故的，由司法机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六）疫情防控 

根据新冠疫情防控要求，各参赛学校要遵循“科学防控，

精准施策”指导思想开展防控工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所有参赛人员、专家、裁判员、监督员、技术支持人员及与

会领导、工作人员、列席人员、志愿者、观摩人员等均纳入

大赛人员健康管理。 

1.健康状况排查。所有纳入大赛健康管理的人员，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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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申领当地健康码，赛前不前往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不出国(境), 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并进行报到前 14 天健康状

况排查（流行病学史筛查）。存在以下情形人员，不得参赛。 

（1）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

察期的密切接触者。 

（2）近 14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未排除传

染病及身体不适者。 

（3）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和

接触史的。 

（4）居住社区 21 天内发生疫情的。 

（5）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执行入境人员疫情防

控政策。 

2.所有纳入大赛健康管理的人员在报到前 14 天，每天

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早、中、晚各进行 1 次体

温测量。一旦发现发热、乏力、咳嗽、咽痛、打喷嚏、腹泻、

呕吐、黄疸、皮疹、结膜充血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向所在单

位报告，并尽快就诊检查，未排除疑似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

不得参赛。 

十、奖项设置 

（一）职工组竞赛设置一等奖 10%，二等奖 15%，三等

奖 25%，优秀奖 50%。 

（二）学生组按中职组、高校组分开排名，按照比例分

别设一等奖：10% ，二等奖：15% ，三等奖：25%，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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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50%。 

（三）其它预选赛奖励以具体赛区通知及其竞赛规程为

准。 

十一、竞赛日程 

线下竞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第一天 

10:00-11:00 工作人员（含比赛监督）培训会 

12:00-17:00 竞赛设备运行检测 

15:00 之前 各参赛队报到 

15:30-16:00 领队会（抽签） 

16:00-16:30 参赛队熟悉比赛场地路线 

17:00-18:00 裁判长、现场裁判赛前检查，封闭赛场 

第二天 

06:30-07:00 参赛队集合前往比赛现场 

07:00 
启封赛场: 在裁判长、现场裁判的监督下工作人员

启封赛场 

07:00-07:45 

 

竞赛入场检录：参赛选手凭顺序号接受入场检录确

认没有携带竞赛禁止的工具和材料； 

一次加密、二次加密 

07:45-08:00 

参赛选手根据赛位号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竞赛工

位、领取竞赛任务（密封），裁判宣读竞赛规则及

赛场规则等必要说明 

08:00-12:00 竞赛时间 

13:30-19:00 
评分裁判组对竞赛的各参赛队进行成绩评定与复

核，录入与解密，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