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市造价(定额)站、造价协会： 

根据《安徽省住建厅关于举办安徽省首届建设工程造价技能

竞赛的通知》要求，现将技能竞赛决赛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赛事组织  

决赛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统一组织领导下进行，由

安徽省建设建材工会（文明办）、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主办，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具体承办。大赛成立比赛组

委会，组委会成员由省住建厅有关领导、各造价（定额）站、造

价协会相关负责人组成。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比赛提供技术支持。 



二、决赛时间和地点 

（一）决赛时间：2019年 10 月 17 日～18 日。其中：10月

17 日下午进行实际技能操作竞赛，10 月 18日上午进行理论知识

竞答。 

（二）决赛地点：合肥财经职业学院体育馆（合肥市方兴大

道 998号）。 

三、参加人员 

（一）各市选拔产生的市代表队。每代表队由领队 1 名、选

手 6 名（土木建筑专业 4 名，安装专业 2 名）组成，以各市上报

的决赛参赛回执表名单为准。 

（二）各市造价（定额）站、造价协会负责人。 

（三）各市可自愿组织比赛拉拉队，于 10月 18日上午抵达

理论知识竞答现场，为选手加油，每队人数在 5人以内。 

四、决赛内容 

决赛分为实际技能操作竞赛和理论知识竞答两部分，分值各

为 100分，合并计算总成绩。实际技能操作竞赛分值计入总成绩

权重为 60%，理论知识竞答分值计入总成绩权重为 40%。具体内

容及计分规则详见附件 1。 

五、奖项设置  

根据《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的

规定，决赛设团体奖和个人奖两类奖项。 

（一）团体奖 



1.对各参赛队，根据参赛选手成绩总和，分设团体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名和三等奖 3名。 

2.对组织参加技能竞赛资格赛、初赛和省决赛工作突出的市

级单位，评选最佳组织奖若干名。 

3.对决赛参赛选手所在单位，根据单位资格赛、预赛和决赛

参与情况以及选手成绩，评选最佳参与奖若干名。 

（二）个人奖 

对参赛选手，根据个人总成绩设土木建筑专业个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6名、三等奖 12 名，设安装专业个人一等奖 1名、

二等奖 3名、三等奖 6名，同时对获奖选手授予“安徽省工程

造价技术标兵”荣誉称号；总成绩第一名的选手，按规定程序向

安徽省总工会申报“五一劳动奖章”。  

六、参赛报到 

（一）报到时间：10 月 17 日上午 8：30～11：30。 

（二）报到地点：合财尊荣酒店（合肥市方兴大道 998

号，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北门内东侧 100米）。 

（三）比赛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请各市造价

（定额）站或造价协会统一填写住宿回执表（附件 2），并于 10

月 11 日前发至省价协电子邮箱：ahzjxh1131@163.com。 

七、资格审查 

参赛报到时，需对参赛选手进行资格审查。请参赛选手携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并提供最近一期在工作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

比赛时，请选手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入场。 

八、其他事项 

（一）参赛选手报名确认后，原则上不得更换。如备赛中参

赛选手因故无法参赛，须由各市造价协会出具书面说明，经竞赛

组委会核实后予以替换；参赛选手报到后，不再更换。 

（二）参赛队须于竞赛规定日期报到，并按规定的时间熟悉

场地和测试自备电脑，赛前场地开放时间为：10月 17日上午 10：

00～12：00。 

（三）各参赛队领队请于 10 月 17 日上午 11：00 参加赛前

工作会议，会议地点：合财尊荣酒店三楼会议室。 

（四）实际技能操作竞赛，参赛选手需自带笔记本电脑，自

行选择相关造价软件答题，并按要求提交答案。理论知识竞答，

参赛选手只需使用手机登陆答题系统进行答题。 

（五）竞赛设备要求 

1.硬件基本要求：自带笔记本电脑，内存不低于 4G，支持无

线网络，剩余硬盘空间不低于 10G；自带手机，支持 4G 网络，剩

余存储空间不低于 1G。 

2.软件基本要求:电脑自装参赛必备的软件,包括工程量计

算软件、计价软件，Auto Cad 软件等；手机安装竞赛答题系统

（在比赛现场安装）。 

九、联系方式 



（一）会务组：杨迎春，1801868508。  

（二）酒店联系人： 

1.合财尊荣酒店：张经理，13359013898。 

2.全季酒店（大学城店）：刘宇，18019954507。 

 

附件：1.安徽省首届建设工程造价技能竞赛决赛比赛内容 

及计分规则 

2.技能竞赛决赛住宿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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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际技能操作竞赛  

㈠竞赛时间：10月 17 日下午，时长 3 小时。 

㈡竞赛内容：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计算、工程造价计算， 

分土木建筑和安装两个专业竞赛。题目类型为多选题和填空题。 

㈢竞赛方式：自带笔记本电脑、自行选择相关软件，现场作

答。竞赛时禁止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 

㈣评分细则： 

1.选择题：全部选对的得分，多选、少选、选错均不得分。 

2.填空题：按准确率评分，答题结果与标准答案误差率≤3%

的，此项满分；误差率＞3%且≤5%的，按满分乘以 0.9 得分；误

差率＞5%且≤10%的，按满分乘以 0.6 得分；误差率＞10%的，此

项不得分。 

二、理论知识竞答 

㈠竞赛时间：10月 18 日上午，时长约 1小时。 

㈡竞赛内容：工程造价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与制度、现行的计

价依据及规范、工程造价基础知识（建筑识图与构造、建筑材料、

建筑施工、施工组织设计等）、工程计量与计价基础知识、全过

程工程咨询以及 BIM 等新技术应用等相关知识。 



㈢竞赛方式：在指定时间段采用手机现场作答。 

㈣评分细则：分四个模块进行，大屏幕显示每题的答题统计 

情况和参赛人员的得分情况。  

1.必答题（分值共计 50分）  

题目类型为单选题、判断题或填空题，共 25 道题。每题 2

分，分 5 组进行，每组 5 题，每组答题时间 90 秒，时间到，系

统自动提交，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 

2.抢答题（分值共计 20分）  

题目类型为单选题、判断题或填空题，共 10 道题。每题 2

分，每题答题时间 30 秒，提交答案速度在前 80 名且答对的加

分，并进入下一题答题，答错或不答不扣分，不能进入下一题答

题，再下一题可以继续作答，以此类推。  

3.风险题（分值共计 30分）  

题目类型为多选题，共 10道题。答题前选手有 10秒钟时间

选择是否参与。如选择参与，屏幕显示题目，每题答题时间 30

秒，时间到，系统自动提交。每题 3 分，全部答对加 3分，少答

加对应比例的分数，（如：正确答案共 4 个选项，选对 2 个，此

题得分为 3×2÷4=1.5分），未答或错答扣 3分；如选择不参与，

不显示题目，不加分也不扣分。  

4.冲刺题（分值无上限）  

题目类型为单选题、判断题或填空题，答题时间共 5 分钟， 

每答对一题加 1分，答错扣 1分，跳过不加分也不扣分。 

 



附件 2 

参

赛

队

住

宿

需

求 

参赛代表队  

领队姓名  手机号码  

住宿宾馆   合财尊荣酒店 

房间需求 共      间，其中：标准间     间，单人间     间。 

其

他

人

员

住

宿

需

求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手机号 

1      

2      

3      

4      

5      

6      

住宿宾馆 合财尊荣酒店、全季酒店（大学城店） 

房间需求 共      间，其中：标准间      间，单人间      间。 

注：1.请务必将此表于 10 月 11 日前发送至省价协电子邮箱：ahzjxh1131@163.com。

联系电话：0551-62875311，1801868508。 

2.酒店房间有限，如需单间，将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安排；标准间将安排每间房 2

人入住。 

3.宾馆地址：合财尊荣酒店：合肥市方兴大道 998号，合肥财经职业学院北门内

东侧 100米。全季酒店（大学城店）：合肥市金寨南路 69 号。 

4.合肥南站至合肥财经职业学院交通路线参考： 

公共交通：57路→128路或 140路→128路，在 128路终点站下。 

出租车：约 30元，车程 35分钟左右。 

mailto:122565109@qq.com


 

 

 

 

 

 

 

 

 

 

 

 

 

 

 

 

 

 

 

 

              

 抄送：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合肥财经职业学院。 

 安徽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2019年 9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