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文件

辽就 (2019)53号

关于下发 2019年全省专项能力

考核目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依照《关于对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各案的函》(人社鉴 (2018)97号 )要

求,结合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实际,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编

制完成了2019年全省专项能力考核目录,现就有关情况通知如

下。

一、总体情况

2019年全省专项能力考核工作将以国家发布及我省申报国

家各案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为主线,同 时以我省实际运行的专项

能力考核项目为补充的基本工作框架,即 国家已发文公布的专项

能力考核项目38项 (见附件 1),去年我省正式申报国家并取得

备案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34项 (见附件 2),以及目前我省自行



组织管理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 141项 (见附件 3),现将以上专

项能力考核项目分别整理后形成我省 2019年专项能力考核项目

目录,请有关单位参照考核目录做好相关考核培训工作。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 )总体要求。各有关单位应高度重视考核目录对于专项

能力考核工作的规范引领作用,要把专项能力考核工作作为职业

资格目录清单制管理模式的有效补充认真对待,同 时依照人社鉴

[2018I97号 文件要求,我省将在国家公布的考核项目 (附件 1)

和我省申报 家各案的考核项目 (附件 2)基础上,结合我省技

能扶贫工作安排,扎实推进我省自行组织管理的考核项目的组织

实施工作,同 时我们将积极听取意见反馈,不断推进专项能力考

核项目的修订完善及组织实施(相 关工作将由辽宁省人事考试中

心 (后 简称“
省中心”)具体负责 ),请各单位积极参与支持我省

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的修订完善及组织实施相关计划。

(二 )配套题库开发计划。2019年我省发布的专项能力考核

项目共 213项 ,为 保障专项能力考核工作顺利开展,经领导研究,

我省将从今年开始启动专项考核配套题库开发计划,即 专项能力

考核项目的题库开发工作由省中心牵头开发与各单位题库征集

上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工作推动,同 时征集取得的题库资源经审

定合格编入省级题库后,将本着成果集体共享的原则由省中心逐

步在专项能力考核工作中推广实施,不 断满足全省专项能力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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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实际需求。为保证题库资源的征集效率,拟定于每月第一

周 (如该周工作日少于 2天 ,将顺延至下周)作为省中心题库征

集日。

(三 )组织实施推广计划。目前全省在考核清单中实际组织

实施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十分有限,针对当前考核项目开考率偏

低的现状,我省在今年也将启动专项能力组织实施推广计划,省

中心将结合专项能力考核省级题库资源开发进度,不 断加快推进

新开展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的组织实施,切实提高专项能力考核

工作组织效率,同 时省中心也将对组织实施工作扎实、推进工作

效果突出的地市及有关单位给予一定管理制度性优惠政策。

(四 )考核项目动态调整机制。为切实保障专项能力考核工

作助力我省技能挟贫工作,省 中心将逐渐形成专项考核目录动态

调整机制,即各有关单位可根据工作实际,每季度末上报省中心

拟新增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的申报材料 (包括专项能力考核规

范、培训教材及相关题库试题资源等 ),省 中心将定期对专项能

力考核项目申报进行审核并实施试考工作,省 中心 (或 委托各市

有关单位 )对试考情况评估复核设立专项能力考核项目标准的,

省中心将在下一年的专项能力考核目录中予以添加;另 外,针对

部分考核项目内容比较生僻、且连续三年没有实施考核工作的项

目,省 中心也将在下一年发布的全省专项能力考核目录中予以剔

除。通过定期动态地增加或剔除专项能力考核项目,实现专项能



力考核工作的动态化调整,以不断适应全省技能挟贫及专项能力

考核工作的实际需要。

考核项目申报及题库资源审核联系人:张文超、罗 辑、王

慧丽

∶联系电话 : 024ˉ 22925521、  22966549、  22955809。

考核组织实施及试考工作联系人:王 伟、陈 娜、张大维

联系电话 : 024-22955819、 22955289、 22955579。

附件:1.2019年度全省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国 家已发布

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

附件:2.2019年度全省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一我省申报国

家已各案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

附件:3.2019年度全省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我省自行组

织管理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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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年度全省专项能力考核项 目目录一国家已发布专项能力考核项 目目录

序 号
专项能力考核

项目名称
发文编号 备注

l

||ⅡoI-ll 方社鉴发 (2005)34号 运用服装缝纫设备和服装材料,在服装制作场所制作裙子、

裤子、衬衣、T恤衫午成衣的能力。

‘
, ||||JJ||l iil!";lllt∶ |∶刂J·

l ·

`J·

社鉴发 (2005)34号 利用沽沽剂和洁沽 |∶ 具,将 1(用和商川的抽油烟机油污清

除和日常维护的能力。

∶; 汽车美容 方社鉴发 (2005)34号
运用汽车美容 I∶ 具没各,在汽车关容场所对汽车车身漆面、

汽车内外饰件表面、汽车发动机及底盘外表面进行清洁、

养护、装饰及漆面局部损伤处理的能力。

·1 ||∫ j垫羊方′l冫令了i“lill作 JI社鉴发 (2005)34号
利用冷面制作 l

的和现代的加 |

力。

具、设备和冷面原材料,运用朝鲜族传统

切配技术、烹调方法,进行冷面制作的能

5 手 l∶ 藏地毯编制制作
`,社

鉴发 (2005)34号 按照图案和 |∶ 艺耍求,运川专用机梁和传统 l∶ 艺技术进行

手-r操作,经过藏饰手 |∶ 艺术加 |∶ 形成地毯实体的能力。

6 堆绣制作 方社鉴发 (2005)34号
根据藏文化的特定内涵,运用

“
剪堆

”
和

“
刺绣

”
的技法 ,

将彩色绸缎、f毛或棉花粘堆成人物、走兽、花鸟符形象

的能力。

7 Wi|`绘 mli 方社岭发 (2005)31号
根据藏文化的特定内涵,运用绘画语言、特殊技法在布、

绸或纸等材质上,将藏传佛教的内容加以形象化的绘画能

力。

8 数码形像设行维修
`J社

鉴发 (2006)16号 利川数码影仫设备维修 lJt,对数码影像设备进行维护 lJ

维修的能力.

·) it'||· l∶
||∶夫l(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汽车音响改装 li具 、音响设备,在汽车音响改装场所 ,

提供对汽车音响系统的升级安装、改装、设计、调试以及

保养服务的能力。

l() 金属 闸窗制作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金属门窗材料,进行金属门窗的制作与建筑现场安装

的能力。

项 目定义



ll 单片机快速开发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单片机基础技术、成熟功能模块及 I∶ 具、各类开发极

符,快速开发软硬结合的单片机应用电路的能力。

12 牡 丿L丿、伐护 I|∶ ! 劳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科学的婴儿护理技术,对 1周岁以内的婴儿进行洗发、

理发及头发护理的能力。

13 传感器应用 91社t鉴发 (2006)16号 运用电子电路仪器设备,在传感器安装调试场所,具有对

传感器进行安装和检测的能力。

14 汽11综合检测与诊断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先进的汽车检测诊断仪器设备,在汽布检测、维修场

所,对汽车综合性能、疑×I[故 障进行检测、诊断和分析,并

能迅速排除故障的能力。

光纤到户 (FTTH)安装调试 劳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光纤光缆知识,使用安装 li具及测试仪器进行光纤到

户 (FTTH)安 装调试的能力。

16 面包烘焙 劳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面包烘焙技术,进行面团调制、醒发成型和烘烤成熟

的能力。

17 |制 定义齿制作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口腔固定修复:△艺技术,为 口腔临床提供技术服务的

能力。

18 彩伶制作
`J·

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计算机及相关设备对各种声音素材进行采集录入和编

辑合成,制作手机同铃音,并可通过网络平台上传成品的

能力。

19 可摘义齿制作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口腔活动修复 L艺技术,为 口腔临床提供技术服务的

能力。

2() 无线局域网测试与维护 方社鉴发 (2006)16号 运用无线局域网设备以及相关软件进行无线局域网构建、

管理、测试及安全防护的能力。

21 员 |∶ 关系管理 劳社鉴发 (2006)16号
运川法伴、钎理、心理{r段在矛庙和冲突的环境中建立

良好的个业∫J员 1∶ 之间及员 I∶
JJ贝

|∶之闸和谐大系的能

力。

22 |川∷{】 劳社鉴发 (2006)19号 运用
“
烤

”
的制作技法,利用特制锬坑对小麦面粉或杂粮

粉、盐、洋葱、食用植物油等原料将其烤制成熟的能力。

213 抓饭制作 劳社鉴发 (2006)19号
运用

“
焖

”
的制作技法,将大米、胡萝 卜 (羊肉或葡萄干、

果脯等 )、 盐、白砂糖等进行加丁”制作成特色风味制品的

能力。

15



24 彩〉汤铕刂竹:

`J社
鉴发 (2006)19号

运用
“
煮

”
、
“
炖

”
熟制技法,将豌豆、土豆笱淀粉制成的

粉块、蔬菜、食盐、H`j椒粉符进行加 I∶ ,制作成特色风味

制品的能力。

25 烤个节
`J社

鉴发 (2006)19号 运川
“
烤

”
的制作技法,将宰杀的繁羊进行腌制、持糊 ,

利用特制馕坑烤制成特色风味制品的能力。

26 ∶人杆菜制的: 方社鉴发 (2006)19号
运用

“
烧

”
的制作技法,以鸡、鱼、牛肉符为原料,并配

以干辣椒、草果、大料符调料进行加 l∶ ,制作以薰多、盘

大、味重为特色的风味制品的能力。

27 灰十回填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按分项 |∶ 程要求,进行灰+选配料、拌合、填筑、压实 1∶

作的能力。

28 I    I |.,i ,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运川涂刷 |∶ 具,川腻子、涂料对建筑物表面进行刷涂的能

力。

29 室内瓷砖铺贴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运用铺贴 |∶ 具,在室内己完成的基层上铺贴瓷砖的能力。

30 卩t器贝安装与配管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运用管道安装常用

^L具
,进行 11生器具安装、配管的能力。

31 西安肉夹馍制作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利用肉夹馍制作设备、 I∶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 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作的能力。

I32 西安甑糕制作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利用甑糕制作设备、 li员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

技术、熟制方法,进行甑糕制作的能力。

33 陕 l tT面 皮制作
部中心 2006年 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利川陕西面皮制作设备、 l∶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

加 I∶ 技术、熟制方法,进行陕西面皮制作的能力。

3甚 I儿i安 羊肉泡馍制作
部中心 2006年 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利用羊肉泡馍制作设备、 l∶具和原料,运川切配技术、熟

制方法,进行羊肉泡馍制作的能力。

35 |"玄 葫芦头泖′
,、t制作

部中心 2006年 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利用葫芦头泖馍制作没备、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的和现

代的加I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柿制作的能力。

36 手 l∶ 编织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运用手 l∶ 织针和编织 I∶艺技术,按照款式、图案、 I∶艺、

尺码大小的要求,进行手工编织艺术加工的能力。

37 手 |∶ 钩织
部中心 2006年发文 (无文号 )

抄送我省

运用手 li钩针和钩织JI艺技术,按照款式、图案、 I∶艺、

尺码大小的要求,进行手 L钩织艺术加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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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度全省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一我省申报国家已备案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

序号
专项能力考核

项 目名称
发文编号 项 目定义 备注

l 家加{保沽 人社鉴函 (2018)974:

‘
, 物、lz`J`|k氵 FJ氵 |li 人社鉴函 (2018)97号

物业小区清洁是指物业管理公司通过自传教育,监督治理

和日常清洁由 I∶ 作,保护社区环境,防 lh环境污染,定时、

定点、定人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处理和清运。

3 充气式轮胎修补 人社鉴函 (2018)97号 通过运用扒胎设备、 l∶ 具、材料对可充气式轮胎进行修复、

维护的能力。

1 内品寸9勾 人社鉴函 (2018)97号 按前线员 |∶ 岗位耍求,更好的为顾客服务,进行商品基础

知识、快速开小票、计算器快速累加 li作 的能力。

0 内务迎灾 人社鉴函 (2018)97号
在酒店内使用规范的仪表礼仪和礼貌用语引领顾客办理入

住服务或其他问询服务,或根据需求将顾客送到酒店指定

地点的能力。

6 商务礼仪 人社鉴函 (2018)97号 在商务社交场合或公共场所,运用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或

惯例,体现对人尊重、礼让的能力。

|'∷

∶、1`ti,I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川吞篆‖J贝按照传统宀ll秀流科:推丿
·
香道文化的能力。

8 PI.C编不
平
】!丿ψ川J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相关知识,根据控制要求对

PLC应用系统进行软件编程,并能够实施行更件系统的安装、

配线和调试的能力。

9 单片机应用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单片机及电子技术知识,使用相关软件,对单片机应

用系统进行电路设计及元器件安装,并具备软件编程与调

试的能力。

10 VCD/DVD视盘机维修 人社鉴函 (2018)97号 利用万用表、示波器、电烙铁、起子符 J∶具,对 VCD/DVD

视盘机进行止确安装及常见故障维护的能力。

11 手 l∶ 勒丝模制作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手~r勒丝棋工艺技术,按照款式、工艺等要求,进行

手工勒丝模加 I1的 能力。

通过正确使用清洁-li具 、洗涤用甜在家庭中为家具、囹具、

餐具、洁具、家电、衣物等物品进行洁洁的能力。



12 手 |∶ 扎蚀 ||川|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手 |∶ 扎穗 l∶ 艺技术,按照款式、 |∶艺年要求,进行手

l∶ 扎穗加△的能力。

13 手 |∶ 粘包纯模制作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手 l∶ 粘包绳模 l∶ 艺技术,按照款式、 l∶ 艺等耍求,进

行手ill粘包绳模加 li的能力。

1· 1 玉亻i雕刻 人社鉴函 (2018)97另
利用特殊的雕刻材料通过琢磨午艺术手段,使其表现为具

有特定形态、动作的人或物的形象,借 以表达创作者对世

界、对人生的艺术感悟的能力。

15 中卜|结编制 人社鉴函 (2018)97号
使用简单的镊子、泡沫板、珍珠针及将通绳、线和手编 ll

艺技巧,按照样品,色彩,绳与线的开1号进行手 |∶编制艺

术加△i的 能力。

16 货物验收 人社鉴函 (2018)97号 在货物入库前对入库货物进行检杏、记录、核定的△作能

力。

17 葡句种植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学到的日常田间管理、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知识 ,

达到对其种植的葡萄品种进行日常田间管理的能力。

18 棚菜种植 (甜瓜 )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温室栽培知识与精准施肥技术,进行甜瓜高产技术栽

培的应用能力。

19 倏川 内栽Ji.f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专业化知识,在标准化茵类种植人棚内,进行食用卤

栽培技术指导的能力。

20 蛋鸡饲料 洲配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专业知识,在标准化养鸡小区内,进行鸡蛋饲料调配

的能力。

樱桃谷肉鸭饲养 人社鉴函 (2018)97△ 运用专业饲养知识,在标准化家禽养殖厂内,对 肉鸭进行

饲养的能力。

22 绒山羊饲养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专业知识,在标准化养羊小区内,对绒山羊进行科学

饲养的能力。

23 生猪饲养 人社鉴函 (2018)97号

21 ll」 ⒈。/产 乃lli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专业养殖知识,在稻田地里利用稻养蟹、蟹养稻的共

21

运川专业知识,在标准化养猪小M内 ,进彳∫生猪饲养的能

力。



生理论,对河蟹进行养殖的能力。

25 南关 自对虾养殖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水产养殖专业知识,在标准化的池塘内,对南美白对

虾的养殖能力。

26 水稻种植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农业和农机专业化知识,进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和机

械化技术的应用能力。

27 红松栽植 人社鉴函 (2018)97吁 运用人
^ll林

戕培的理论与技术,进行红松种植的操作能力。

28 墙体砌筑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砌筑 I∶ 具,用砌筑材料和砂浆进行建筑物砌筑的能力。

29 中餐摆台 人社鉴函 (2018)97号
按客人就餐摆放餐桌,确定席位,提供必要的就餐用员 ,

也括摆放餐桌、铺台布、安排座椅、准备餐具、美化席面

的能力。

|;() 中餐配菜 人社鉴函 (2018)97号 利用刀具将原料鲣加:|∶ 切制成形,按菜肴耍求进行原料组

合搭配,为 正式烹调做准备的能力。

|;l 烧烤制作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切、喂、洒、刷、淋、翻、焖、烧、烤等方法和餐材 ,

通过明炉串烤,采用对流、辐射、传导方式进行烤炙特色

餐品的能力。

{;2 冻烤池沼公鱼制作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烤炉、冷冻没备和池沼公鱼原料,在水产加 |∶场所提

高加 |∶ 冻烤池沼公鱼的能力。

∶;∶ ; 饣色带刂品伟刂的
:

人社鉴函 (2018)97号
运用中国传统的或现代的成10技术和成熟方法,对的馅制

品主料和辅料进行加I,制成具有中国风味的面食或小吃

的人员。

∶34 {● ll||||9衣 人社鉴函 (2018)97号 利用传菜 l∶ 具在酒店内将煮制成品传送到指定的地点的能

力。



附件 3∶

2019年度全省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一我省自行组织管理的专项能力考核项目目录

序号
专项能力考核

项目名称
项 目定义

∫寸’1.刂 |J·

lJ||! 运用科学的专业方法,在产妇分娩、新生儿出生后为产妇和婴儿捉供生活护理服务的能力。

`` 产妇催乳
运用科学的专业方法,帮助产妇产后催乳、冂乳及乳房护理,并指导产妇进行产后无乳、乳

少及乳房胀丿ib的处理及科学母乳喂养的能力。

∶; 家庭教育指导 运川教育、心理等手段在矛盾和冲突中建立良好的指导和帮助他人进行家庭亲子教育的能力。

1 沙盘游戏指导
具有运川沙、沙盘及相关微缩模型指导来访者构建沙希作甜,促进来访者了解自己,释放情

绪,完善提升性格及潜能的能力。

b 团体训练指导

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家庭社会学等相关理论方法,以 团体训练的方式,教育训练指导未成

年人家长学习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理念,掌握有效亲子沟通方法技巧,形成民主权威型家庭教

育素养的能力。

(; 甲煳教育指导
运用儿童心理和甲̄期教育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在0-6岁 人脑迅速生 K发展时期给儿童半宫有趣

的生活,恰当的信息刺激和训练,以促进他们潜能的开发和基本素质的提高的能力。

`

丿L|i∷ 刂̌池纟允r′ 刂}i吁
在儿逗成 K过和!中 |人 |感觉系统发育不良导致儿扫 ||现 的一系列感觉统合人调闸题 |”进行科度

评估 Ij|1顶 指寸的能力.

8 小儿推拿
根据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运用一定的手法作用了小儿一定的穴位或部位,以防治儿科疾病 ,

促进小儿身心健康成长、发育的能力。

9 艾灸保健
了解中医养生保健理念和中医针灸基础知识,通过技能培训具备运用艾灸保健技术防治疾病、

保护和增进人体健康的能力。

10 高尔大球童服务
按照高尔大球运动规则和相关行业规范,在高尔大球场协助相大运动人员做好球具整理使用、

携带品照管、击球服务、球乍使用维护及场地维护等服务 「∶作的能力。

ll 康复护理
运用护理理论知识、技能,在医生的治疗方案的指导下对伤者进行康复性护理,使伤者身体、

精神得到康复的能力。

备注



12 产妇产后康复
产妇分娩后在科学健康理念指导 卜,针对产妇产后心理和生理变化进行的主动的、系统的康

复指导和训练服务:E作

13 .∷∵̂ ii rri∷ |̄. ∷
针对孕产妇及婴幼儿群体提供营养需求、平衡脐食、合理营养方案以及科学的膳食指导与制

作ir作

14 心理他康轴 寸
运川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心理辅导的专业技术方法,针对不同群体在成 K、 生活和 |∶ 作过程

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各种困惑,给予各类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和配套的技术方法技能

15 整合性心理行为训练
运用咨询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为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心理行为训练的方

式,提高受训学员的基础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的训练能力。

16 实用心理测蚩
运用心理测道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在人事选拔和临床诊断的环境中进行心理特征测查和分析

评估的能力。

17 婚姻指导

运用婚姻基础知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婚姻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在恋爱、婚姻、

家庭方面出现矛盾和冲突的环境中,对大要生活不和谐提供心理指导:对准备离异的大要提

供离婚稆序、法律政策、双方权利、义务方面的咨询、服务和帮助的能力。

18 养生指导 按医学养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要求,进行预防疾病、增强体质、益寿延年 |∶作的能力。

19 /{∶ 亻汀/攵 rylH、扌
按照人的生命成 κ发展规律,从生理、心理、伦理等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科学的生命教

育,使受教育者提高生存技能、提升生命质量、促进生命和谐发展的能力。

20 社区件人沟逦 通过地方手语与社区内的聋人进行交流,协助社区干事完成社区辅助 I∶ 作的能力。

21 食品安全管理

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餐饮、流通、生产)中从芋食品安全管理 1∶ 作的人员。主要负责供货商

的管理、进货查验和出厂检验的管理,组织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安全自查、开展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以及食品安全专业知识的宣传培训,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管理 |∶ 作

22 拔罐保健

运用拔罐的方法和技巧对受术者 (宾客 )的颈、丿J、 腰、腿等不适部位进行拔罐,拔罐后受

术者 (宾客)会感到被施术部位轻松舒适,使受术者颈、肩、腰、腿等部位得到缓解或康复

的能力。

23 家庭护理
运用家庭护理理论知识,在家庭生活环境中,以家庭成员为服务对象,以护理程序为 I∶ 作方

法,保障家庭健康的一系列护理活动的能力。

24 老人陪护 对老年人生活进行照料、心理疏导、疾病的一般护理的能力。



25 头面部按摩
运用按摩手法对受术者 (宾客 )头面部进行按摩,按摩后受术者会感到头面部轻松舒适,使

受术者头面都得到缓解或康复的能力。

26 面部皮肤护理
运用面部皮肤护理的关容工具及设备,在关容场所对想要美容的顾客进行皮肤表面的清洁、

护理等操作的能力。

27 手足部病患康复护理

使用专业刀具采取专业手法对手足部常见病患,如鸡眼类、瘊子类、指甲类、胼胝类、脚气

类、脚胆类等手足部病患进行修复与治疗,具备运用按摩手法对手足部位进行放松减压的能

力。

28 婴幼儿抚触按摩

29 磁针经络养生
运用传统中医经络学和针灸学原理,采用现代针灸技术——磁针经络养生的科学方法,通过技

能培训达到的应用能力。

30 男式剪发
运用美发i1^∶ 具设备,在美发场所对不同年龄的男十所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进行头发修剪的

操作能力。

(31 公共区域保沽
运用保洁专用 l∶ 具、设备,在公共区域场所及il∶ 矿企业进行保洁 l∶ 作,具备对保洁场所设施

进行系列保沽 li作 ,提高保洁服务的能力。

32 物业小区保安
物业小区保安是指由公安机关组建或保安服务公司在物业建立的为保障物业安全的物业治安

防范组织能力。

33 1.l|~||·
· 运用对商品的上架、陈列、补货、希存、插货价签等规范性要领和技巧,在超市内进行商品

的补货、排面貉理、陈列定位管理的操作和服务能力。

31 '|·
i∶ 亻|山

li{|列

|夂 | 利用计算机专用软件绘制图像,对图像色彩的填充、修饰及加 |∶ 绘制图像的能力。

35 旅游服务 运用所宁知识和技能,在导游服务中向旅游者提供向导、讲解及相大旅游服务等能力。

(36 旅游服务 |J管理
掌握旅游服务、旅行社基层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口语

表达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礼仪礼节和较强的应变能力。

(;7 计算机基础操作 利用计算机进行文字录入、表格制作午基础操作的能力。

计算机维护
完成微则计算机系统的安装调试、运行管J||!1。 系统维护、故障诊断 JJ故

|‘市排除、故阡设备修

复的能力.

运用专业的技能和手法为婴幼儿提高免疫力、促进宝宝生K发育而提供的健康保健服务的能

力。

38



3() 计算机文字编 411
使用微软 Word文字处理软件准确地输入文字,对文字校对,进行格式编排、图文混排,制作

表格,学习后能解决日常办公中基本的文字处理的能力。

4() 电气 li稆 CAD制 图 使用 AutocAD软 件,按安设计要求对电气 |∶程项日实施绘图的能力。

11 使用 AutocAD软 件 ,按 没计耍求对机械 l∶程项日实施绘图的能力。

12 物联网应用
运用物联网相关技术知识,使用信息传感设备,按传输协议,将设备与生联网相连接,通过

信息交换,以 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监控和管理的的能力。

43 li业机器人示教编下
lll

按照操作规范耍求,进行 |∶业机器人示教前准备、示教操作、编不!￠ 与调试相关 li作 的能力。

44 服装流水线伙作 依据设计将服装裁片依托服装流水线制成成郜服装的能力。

45 手 I∶ 申珠 使用专用材料和
^1具

,参照各种饰物图案,尺码大小的要求,经过手△l操作串出作品的能力。

46 手 ll艺品制作 使用专用材料和 |∶ 贝,经过手 l∶ 操作形成△∶艺作品的能力。

47 机床电器检修 运用 I乜 I∶ |∶ 贝、仪器和仪表,对动力和照明线路、机床线路符进行检苻、装调!J维修的能力。

48 机械原料粗加 I∶
(冷作 I∶ 方向 ) 利用 I∶ 具对金属板材进行冷、热态成形和铆接加I的能力。

19
机械原料粗加 I∶

(数控车床方

向 )

运用数控车床基础知识、专业技能,使用简单数控加ir设备进行数控机床操作与实施数控加
j[工艺的能力。

50
机械原料粗加 ll(装配钳 |∶ 方

向 )

利用操作机械设备或使用 I∶ 装、 I∶ 具,进行机械设备零件、组件或成品细合装配与调试的能

力。

51
机械原料粗加△∶(车床操作方

向 )

利用车床对材料进行加I,来改变毛坯的形状和尺寸,将毛坯加 |∶成符合图样要求的的 ll件 ,

能够熟练操作、调转常用车床 ,熟练使用常用 ll量具的能力。

52 运用削制△具进行器削、锯削、锉削四方体的能力。

53 平面磨床操作 利用平面磨床昝 |∶ 员设备,对
^l∶

件进行磨削加 |∶ 的能力。

54 饣勾编 l∫L伙 41:

运川钩编机 卜料、}川机、织造竹·悚作技术,J女照样 llll、  |艺 、标fl的要求进行钩编机产 l钴 加

|∶ 的能力.

55 准备络的操作 运用产品il∶ 艺标准、操作规程、质章标准等要求,进行筒纱产品加 I二 的能力。

5() 电焊操作 利用焊接设备和焊接材料,将两个分离的金属部件实现原子问的结合并形成永久性接头的能

机械 -I∶稆 CAD制图

机械原料粗加 I∶
(四分体成型方

向 )



H
'

57 氚弧焊操作

58 运用木 |∶ 手 |∶ I∶ 贝制作,制作建筑 |∶地木 I∶ 设施的能力。

59 电子装按 利用掌握的电子知识,对电子产品进行装配、检测与维护的能力。

6() 建筑
·“内IL路 咬块 运用电 |il∶ 员,对建筑物内电力设施安装的能力。

bl 新能源汽布修理维护

新能源汽车 (纯 电动汽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t)修理和维护的泛称。就是对出现故障的新

能源汽乍通过技术手段排秀,找出故障原因,并采取一定措施使其排除故障并恢复达到
——

定

的性能和安全标准

(;2 汽车电气检修
运用先进的汽车电气检测设备,按照汽车电气检修技术标准要求,进行对汽车电气检修的能

力。

63 挖乞J)|机凡操的|

61 装载机操作 利用装载机及其机械性能,使用装载机在 ⒈建设施等场所进行平辂、装卸、倒料的能力。

(i5 大车操作 利用大年起重设备的机械性能,使用大车起重设备调运货物的操作能力。

(;(; 起垂作业 j-lll起 |L|Jt/l施 |观场丌”过|ll装 的能力
`,

(;7 插秧机操作 运用农业和农机 々业化知识,进行水稻机械化育的与插秧技术应川的能力。

(;8 脚手架架设 运用各种杆件、扪件、脚手板依据建筑结构,架 没与拆除施 ll现场脚手架的能力。

69 钢筋绑扎 运用绑扎I员 ,川绑线对加 |∶ 好的钢筋进行预制绑扎和施:l∶现场模内绑扎的能力。

7() 混凝十浇筑 运用浇筑 |∶ 贝,川商静砼或现场拌制砼对建筑物构件进行浇筑的能力。

71 管道安装 运川什 |∶ I础知识制作 |i径 150mm;|j,、 、 ∶逦 以及竹过铺设安装的能力.

72 管道带压封堵 运用管道带压封堵操作 I∶ 知识进行自径100mm管道开孔和封堵安装的能力。

73 井 卜作业 运用采煤 ~I∶员设备,在地面场地操作电煤估打眼、制作支护本支架、操作自救器的能力。

71 污废水处】!l!

在污废水处理过程中,对污废水处理设备进行操作及运行管理,投加药剂,对污废水的各项

指标进行监测等,使外排水达到国家或地区排放标准。

应用焊接基本知识和焊条电弧焊技术,针对初级学习者,采用手 I∶ 电弧焊~△艺,对低碳钢午

金属焊接,使之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焊接牢同,控制焊接缺陷和焊接应力及其变形。

本加 |∶

运用挖掘机上铲斗采用动臂提升、动臂 卜降、回转等方法,达到挖掘、运载、卸载的能力。



`o
艺术培训 运用艺术培训经营与管理的相关知识,具备完成对艺术培训中心貉体经营与管理的能力。

76 钢琴教学指导 能够辶 l lJ钏 冷的帅 'J`技 巧及刈各0t禹 Ji作 IVI的 分析,1L成钢 琴教I指 吁的以本能 力.

77 l)法艺术指导 在群众性社会文化活动中从事书法 (包括软笔书法和硬笔 |)法 )艺术传授、创作指导的能力。

78 占筝教育指导 运用古筝教育知识及对 占筝教学法的分析,具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79 声乐教育指导 运用声乐教育知识及对声乐教学法的分析,具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80 舞蹈教育指导

81 小件乐器教育指导 运用小件乐器教育知识及对小件乐器教育教I法的分析,具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82 学前艺术教育指导 运用学前教育知识及对学前教育教学法的分析,具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81; 播音主持教育指导 运川播音主持教育知识及对播音主持教学法的分析,贝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84 流行声乐教育指导 运用流行芦乐教育知识及对流行声乐教学法的分析,贝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85 美术教育指导 运用关术教育知识及对关术教学法的分析,具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86 篆刻 |)法艺术

87 ,I|1∫
ii{∷ u

运用对纸张修复
^△

具和材料,在对已经年久失修占书、占书画、占器皿进行科学修复,并能

够掌握各类古籍修复的能力。

88 网上销售 通过商品素材及网络平台进行商品网上销售的能力。

89 五味子育苗

90 TT味子中前期田间管理
根据五味子生长特性,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运用专业知识对五味子进行中前期田间管理,确

保五味子优质、高产、高效的能力。

91 瓦味子结果 ltli综 合仕理 根据五味子的特性,运用专业知识,对五味子结果期进行管理的能力。

92 酒店点菜
借助酒店菜单或明档菜品原料实物,结合菜品的色、香、味、意、到午诸耍素,考虑营养配

餐冈累,根据顾客需求编制菜单的能力。

9∶ J 餐饮软件管理
运用餐饮信息化管理及计算机相关知识,对餐饮企业软件、相关硬件和网络系统进行运行管

理与维护的能力。

94 酒店软件管理 运用酒店信息化管理及计算机相大知识,对酒店业管理软件和相关硬件系统进行运行管理J。

运用舞蹈教育知识及对舞蹈教学法的分析,具备完成指导教学的能力。

运用篆刻的流派、章法、刀法基本知识,掌握和传承篆刻书法艺术的能力。

根据五味子的生物学特征、特性,运用专业知识对五味子种植进行整地育出的能力。



维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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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 |∶ 雨条制作
运用各种粉类原料加入水 (盐或蛋清年辅助原料 )调制而成的面团,不经发酵,运用揉、擀 ,

叠,切的成’
i刂 方法使之成为均匀的面条的能力。

97 家常炒焖子制作
利用焖子制作设备、 l∶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li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作的

能力。

98 二鲜韭菜盒制作
利用二鲜韭菜盒制作设备、 f∶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J∶ 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

制作的能力。

99 ∶】】羊丬zJP}氵历{|列 (1∶

利用二鲜疙瘩汤制作设备、-r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I技

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

制作的能力。

10() 海菜包子制作
利用海菜包子制作设备、 ll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工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

作的能力。

l()l 鲅鱼饼子制作
利用玉米面饼子 (人锅/专川饼铛 )、 烩鲅鱼 (铁锅 )制作设备、 li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

代的加 l∶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作的能力。

102 氵∫刂:~1羊 ifli{|ill作乍
利用煮面条制作设备、工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作

的能力。

10(; 犭l坪 |勾 I彳 i历 {例亻1ˉ

利用猪肉酱汤的制作设备、工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

制作的能力。

101 鲜虾味噌汤制作
利用鲜虾味噌汤的制作设备、 l∶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105 人妇岁制作
利用大妇罗的制作设备、 I∶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

作的能力。

106 日式凉而制作
利川 rl式凉 rli的 制作设备、 |∶ 贝和原壮|,运川传统和现代的加 I∶ 技术、热制方法,进行成甜l

制作的能力。

107 日本寿司制作
日本寿司制作是利用日本料理制作设备、-r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技术、熟制方

法,进行成品制作的能力。

108 章鱼烧制作 利用章鱼烧的制作设备、 |∶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i技 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



作的能力。

109 ||式 饰J锣烧 {|ili竹

利用日式铜锣烧的制作设备、 l∶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ll() 「|式 向海带制作
利用日式卤海带的制作设备、 l∶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1∶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lll 日式可乐饼制作
利用日式可乐饼的制作设备、 I∶员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112 日式筑前煮制作
利用日式筑前煮的制作设备、 1∶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l13 牛肉乌冬面制作
利用牛肉乌冬面的制作设备、△∶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114 雪媚娘制作
利用雪媚娘的制作设备、 ll具种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工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

作的能力。

115 郸式炒年糕制作
利用炒年糕制作设备、 |∶员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 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制作

的能力。

ll() 韩式亻i锅拌饭制作
利用韩国料理制作没备、 l∶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工技术、热制方法,进行成品制

作的能力。

117 早|,|国 个州拌饭制作
利用韩国全州拌饭的制作设备、jE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技术、熟制方法,进行

成品制作的能力。

l18 韩式人酱汤制作
利用韩式大酱汤的制作设备、I∶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工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119 韩式安东炖鸡制作
利川安东炖鸡的制作设备、 |∶ 只和原料,运 ||J传统和现代的加 |∶技术、热制方法,进行成品

制作的能力。

120 韩式紫菜包饭制作
利川紫浆包饭的制作设符、 |∶ 只和原料,运 )|l传统和I见代 r向加 |∶技术、热制

`′

J· 法,进行成 llll

制作的能力。

l 2 l 韩式泡菜饼制作
利川帏式泡菜饼的制作 设符、 |∶ JL和原壮|,运川传统和现代的加 |技 术、热Hill刀 法,进行成

|牯 制作的能力 .



122 ||i式烤内制作
利用韩式烤肉的制作设备、 Ti员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技术、熟制方法,进行成品

制作的能力。

121; 韩式辣酱炒鱿鱼须制作
利用韩式辣酱炒鱿鱼须的制作设备、 I∶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熟制方法 ,

进行成品制作的能力。

124 韩式养川辣炒鸡排制作
利用韩式奉川辣炒鸡排的制作设各、 |∶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i技术、熟制方法 ,

进行成品制作的能力。

125 辣炯明太鱼汤制作
利用辣焖明太鱼汤的制作设备、∶|∶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ll技术、熟制方法,进行

成品制作的能力。

126 轴式炒杂菜制作
利用韩式炒杂菜的制作设备、 ll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热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127 韩式蛋包饭制作

128 怖式 ‘J柘 汤制竹
利用韩式豆腐汤的制作设备、 |i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I技术、热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129
办公应用软件操作

(()ffice2003)

使用微机和 WINDOWs平 台 (MS Office 2003)办 公应用软件处理文字、数据、图表的~I∶作技

能 。

130
办公应用软件操作

〈0ffice2010)

使用微机和 WINDOWS平 台 (Ms Office 2010)办公应用软件处理文字、数据、图表的-l∶作技

肓邕。

li;1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操作

(Autocad2005建 筑设计方向)

使用微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Autocad 2005)进行建筑设计方向绘制与设计产品的二维

工程图、二维立体图的工作技能。

132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操作

(Autocad2005机 械 l∶程方向)

使川微机和计

"机
辅助设计软件 (Au1。 ca(12005)进彳∫机械 |II`|向绘制 !j设 计产品“J-i维

l∶ 和图、 ∶维立体 |冬l“J|∶作技能 .

133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操作

(Autocad2005电 气 l∶程方向 )

使川微机和计印机轴助设计软件 (Autocad 2005)进 行电
/t|Ⅱ

!方 向绘制 |j设 计产品“J工 维

|∶ 仪佟|、  ∶维 、L体 Kl“J|∶作技能 .

134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操作

(AutoCAD2010建 筑设计方向)

使用微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Autocad 2010)进行建筑设计方向绘制与设计产品的工维

△∶程图、二维立体图的工作技能。

135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操作 使用微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Autocad 2010)进行机械 l∶程方向绘制与设计产品的工维

利用韩式蛋包饭的制作设备、 |∶具和原料,运用传统和现代的加 |∶技术、热制方法,进行成

品制作的能力。



(AutoCAD2010机 械 li稆 方向 ) l∶ 程图、二维立体图的 1∶作技能。

136
计算机轴助设计软件操作
(AutoCAD2010电 气 l∶ 稆方向 )

使用微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Au10cad 2010)进 行电气j△程方向绘制与设计产品的工维

l∶ 程图、二维立体图的 I∶作技能。

137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操作

(Prote199SE)

使用微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Prote199sE)绘制与设计产品的工维 l∶ 程图、三维立体图

的 L作技能。

138
图形图像处理软件操作

(PhotoshopCs) 使用微机和图形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Cs)处理图形图像的 l∶ 作能力。

139
图形图像处理软件操作

(PhotoshopCs3) 使用微机和图形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Cs3)处 理图形图像的 E作能力。

11()
图形图像处理软件操作

(PhotoshopCs5) 使用微机和图形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Cs5)处 理图形图像的-L作能力。

网页制作软件操作

(DreamwOaver8) 使用微机和网页制作软件 (Dreamweaver8)处理网站设计与制作的△∶作能力。1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