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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说明 

（一）本次竞赛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珠宝首饰营业员》为依

据，按照其中对高级工及以上理论知识、技能操作要求并结合黄金珠

宝行业企业实际情况命题。 

（二）本次竞赛总成绩由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和实际操作考核成绩

两部分组成，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占 30%；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占 70%。

按竞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列参赛选手的名次。竞赛成绩相同时，实际操

作考核成绩高的选手名次在前，竞赛成绩与实际操作考核成绩都相同，

完成工作任务所用时间少的选手名次在前。 
竞赛考核项目、考核限时时间及配分对应表 

内容 项目 

限时 

（分

钟） 

配分 

（分） 

分项 

计分比例 

（%） 

成绩计算 

（分） 

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 120 100 30 30 

实操 

项目一 
珠宝首饰柜台陈列 40 100 30 

100 

21 

实操 

项目二 

珠宝首饰鉴别及推介 

（花式编绳） 
20 100 15 10.5 

珠宝首饰鉴别及推介 

（基本技能） 
20 100 15 10.5 

珠宝首饰鉴别及推介 

（珠宝营销技能） 
10 100 40 28 

合计     100 

二、理论知识考试 

理论知识考试内容由行业专家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企业

生产实际命制。 

（一）考试时间：120分钟。 

（二）考试分值：100分 

（三）试题类型：判断题、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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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习参考资料 

1.《珠宝首饰营业员（三级、四级、五级）》（第 2 版）,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店铺陈列宝典》，张微，海天出版社 

3.《珠宝商业空间设计》，汪莹，地质出版社 

三、实际操作考核 

（一）项目一：珠宝首饰柜台陈列项目 

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运用现有珠宝、道具及配饰完成婚庆、节日

等主题珠宝柜台陈列任务。 

1.考试时间：40分钟 

2.考试分值：100分 

3.考核要点：将珠宝的主打品类突出，产品的功能性、特征、风

格以及销售活动主题充分地表达出来。 

4.考试用品：每位选手珠宝包内含 20件珠宝，分三种珠宝包（主

打黄金类、钻石类、彩宝类三种），选手抽签选取主题珠宝；每位选

手需在规定时间内选取 15-25件道具（道具选定后不可更换，道具使

用剩余不得超过 5件），陈列道具由承办方提供。 

（二）项目二：珠宝首饰鉴别及推介项目 

1.花式编绳 

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给定珠宝完成珠宝手链创意制作。 

（1）考试时间：20分钟 

（2）考试分值：100分 

（3）考试用品：手链珠宝、各色绳子，承办方统一提供。 

（4）考核要点：根据选手编制手链难易程度得到相应分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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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编绳需完整程度好，松紧适中、造型周正。 

2.基本技能考核 

（1）考试时间：10分钟 

（2）考试分值：100分 

（3）考试用品：放大镜（10倍）、真假足金手镯（实心）、天然

翡翠、非天然翡翠、钻石（GIA30分以上）、莫桑钻、锆石等，考试用

品规格相同并统一由承办方提供，考试用品分黄金组、钻石组、翡翠

组，选手按顺序进行考核使用。 

（4）考试要点：完成黄金组、钻石组、翡翠组三组珠宝首饰的

鉴别。 

3.珠宝营销技能 

选手在给定的珠宝信息条件下，结合抽取的主题对珠宝产品的材

质、色彩、造型设计、珠宝故事、珠宝品牌、活动促销等方面进行扩

展营销。 

（1）考试时间：10分钟 

（2）考试分值：100分 

（3）考试用品：由承办方统一提供三组珠宝图片（标注品类、

重量信息）和三种主题抽签考核。 

（4）考试要点：选手需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仪容仪表得体、

语言得体、展示动作规范，通过具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珠宝的客观属

性、主题及卖点，并在有限信息下对珠宝产品信息进行拓展发挥，从

而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 

四、理论知识考试纪律 

（一）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考试，优先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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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参赛选手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进入考场前，由监考人

员查验身份证、准考证，选手应按指定座位对号入座。 

（三）笔试所用的笔、草稿纸统一由监考人员发放，参赛选手不

得携带任何物品（含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违反者一律取消考

试资格。 

（四）参赛选手应遵守考场纪律，服从监考人员指挥。选手应保

持肃静，不准交头接耳，传递纸条，偷看他人试卷以及进行其它作弊

行为。违反者一律取消比赛资格。 

（五）正式开考后迟到 10 分钟者，一律按自动弃权处理；开考

30分钟后方可允许参赛选手离开考场，但不得在考场周围高声谈论、

逗留。 

（六）考试过程中有事可向监考人员举手示意，由监考人员负责

处理。监考人员对涉及到考题的问题不得有任何解释和暗示行为。 

（七）考场中除指定的监考人员外，其它人员（如领导、新闻记

者等）应由组委会工作人员陪同并佩带标志后方可进入。 

（八）考试时间结束，一律交卷（应连同草稿纸一起上交），否

则试卷作废。 

五、实际操作考核规则 

（一）赛场纪律 

1.参赛选手必须服从监考人员指挥，按《实际操作考核评分标准》、

《实际操作考核规则》进行实际操作考核。在实际操作考核中凡违反

规则者，裁判员有权予以警告、制止，对劝阻不听者，裁判员应立即

向裁判长汇报，由裁判长做出相应处理。 

2.赛场内应保持肃静，不得喧哗和相互讨论。竞赛过程中如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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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应立即向监考人员反映。 

3.除该场次的参赛选手及裁判人员、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安保人员

外，其他人员（包括领导、嘉宾、新闻宣传人员等）应在遵守赛场纪

律并佩戴规定标志的前提下，由组委会工作人员陪同进入赛场。 

4.裁判员及赛场工作人员与参赛选手只能进行有关工作方面的

必要联系，不得进行任何提示性交谈。其他允许进入考场的人员（包

括由组委会工作人员陪同进入赛场的人员），一律不准与参赛选手交

谈。任何赛场人员均不准干扰参赛选手的正常操作。发现营私舞弊者，

应立即停止竞赛，若是裁判人员责任，则应当场取消其裁判资格；若

是选手责任，则当场取消其竞赛资格，并将情况通知其所在单位做出

处理。 

5.对严重违反安全操作规程或竞赛规则者扣全分（有危害身体和

设备安全的操作裁判员应立即终止其比赛，并明确告知选手，此项目

计 0 分），经裁判员警告、制止，不听劝阻等情节特别严重者取消其

参赛资格，并通报所在单位。 

6.选手在竞赛中必须服从裁判员的评判，不得在现场与裁判员发

生争执。如果出现异议，由参赛选手所在单位于赛后向总裁判长提出

申述，也可以向竞赛仲裁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仲裁并缴纳仲裁保障

金。具体办法参照竞赛相关规定。 

7.未尽事宜，由竞赛组委会现场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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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操作考核评分标准项目一：珠宝首饰柜台陈列（配分 100

分） 

考核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主题 有明确的主题，准确运用产品突出主题风格 5   

产品 

产品分类是否易于销售 5   

产品风格是否体现 5   

产品主品类是否清晰、突出 5   

陈列

结构 

是否将材质及设计款式，以容易区分的方式排列 

产品关联性 
5 

  

符合陈列配置结构中直线型、曲线型、韵律和三

角形等至少两种（每少一种扣 5 分） 
10 

  

分组和余白使用得当 5   

结构美观符合大小归一、类别归一、 对称等原

则中任意一种，造型美观 
10 

  

有空间感和立体感，远近高低要分明  10   

色彩

搭配 

道具与产品主色搭配和谐，并突出产品主色 10   

不同颜色产品摆放有序并主次分明，便于产品识

别 

10   

陈列新颖，吸引注意，起到促销的作用 10   

职业

素养 

手势规范 2   

标签摆放 2   

产品摆放 3   

道具规整 3   

总计 100   

 

2.项目二：珠宝首饰鉴别与推介（每个小项目 100 分共 300 分）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得分 备注 

花式编绳 

100 分 

按要求手链配饰完整、长度正确得 25

分，配饰不完整扣 10 分，长度低于标准

0.5cm 扣 10 分。 

25 

 

 

编绳（含吊坠），简单 20 分，较难 35

分，困难 50 分。 
50 

 
 

编绳（含吊坠）完整程度，松紧适中、

造型周正、美观。 
25 

 
 

基本技能

（100

分） 

观察足金手镯估圈数是否正负 0.5cm 内 10  

黄金组 掂量足金手镯估克数是否正负 1 克内 10  

准确识别真假金手镯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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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钻石是否准确获取钻石编码（可使

用放大镜） 
10 

 

钻石组 观察钻石判断切工优劣是否准确（可使

用放大镜） 
15 

 

准确识别钻石 15  

准确识别天然与非天然翡翠 15  
翡翠组 

观察翡翠手镯圈数是否正负 0.5cm 内 10  

珠宝营销

技能 

（100

分） 

自我介绍 8   

珠宝名称系列拓展介绍 8   

珠宝品质（材质）、色彩、重量介绍

（每项 3 分） 
9 

  

珠宝工艺、造型介绍 8   

珠宝价格、活动力度拓展介绍 15   

是否拓展介绍珠宝卖点，突出珠宝主题 15   

珠宝营销内容介绍是否完整 20   

仪容仪表（容貌、形体、姿态、举止、

服饰、发型、妆容、风度）（每项 1

分） 

8 

  

语言表达（笑容、语速、语调、流畅、

清晰、主题明确）（每项 1.5 分） 
9 

  

总计 300   

 

如遇特殊情况，参赛选手需要申请加时的，需在比赛结束前向现

场管理人员提出申请，裁判团根据现场情况研究决定，并报竞赛组委

审议。 

六、安全规则 

（一）参赛选手未经裁判员同意，不得擅自进入竞赛现场。 

（二）参赛选手饮酒、服用药物（安眠、兴奋等）后，不得进入

实际操作比赛场地。 

（三）参赛选手须穿戴工作套装进入竞赛场地。 

（四）参赛人员应爱护竞赛场所的仪器设备，操作设备时应按规

定的操作程序谨慎操作。操作中若违反安全操作规定导致发生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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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事故，将立即取消竞赛资格。 

七、实际操作考核使用道具、设备及附材 

（一）珠宝包：内含 20 件珠宝，分三种珠宝包（主打黄金类、

钻石类、彩宝类三种），选手抽签选取。陈列道具及柜台由承办方提

供。 

（二）放大镜（10倍）、真假足金手镯（实心）、真假翡翠手镯、

钻石（GIA30分以上）、莫桑钻、锆石。 

（三）电子材料：三组珠宝图片（标注品类、重量信息）、主题

图。 

（四）严禁竞赛现场临时增加首饰、道具及其他材料，违者取消

参赛资格。 

八、其他 

本技术文件最终解释权归 2022 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金荔杯”第十一届全国黄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