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28 日至 29 日，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展台作为三大展台之一，在重庆举行的第

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上惊艳亮

相，该大会由人社部、重庆市政府主办。 据人社

部介绍，此次大会是人社部自改革开放以来组

织的首次全国性行业发展大会，也是推动行业

发展的迫切需要。 本次大会设置四大板块活

动， 包括人力资源服务业成果产品展示会、人

力资源服务供需对接洽谈会、人力资源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一带一路” 人力资源服务

合作发展峰会等多项活动。

据上海世赛执行局工作人员介绍，100平方

米大小的展台按照“一赛”“两会”“一馆”为线

索进行展示， 同时兼顾上海人力资源产业体系发

展。 其中，“一赛”为上海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两会”为 2021年世界技能大会特别会与世界技

能博览会，“一馆”为世界技能博物馆。

除了展台外，现场还设有 MR 鲁班锁体

验与花艺展示。 “精细木工和花艺都是世界

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希望能够通过展板的

展示和技能体验，让大家认识到技能人才的

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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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6届世技赛惊艳亮相进博会“朋友圈”
能能巧巧打卡重大活动 广泛推介尽显赛会风采

7月 28 日—29 日 重 庆

惊艳亮相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彰显技能人才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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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技能大赛，你知道吗？

“两会 ”：世界技能大会 、世界技

能博览会

“两会”指的是与世界技能

大赛同期举行的世界技能大会

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世界技能博

览会是世界技能大赛的国际展

示部分， 体现开放办赛的精神。

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全球合作伙

伴、赛事赞助商、下一届主办方

和世界技能组织将设置展台。 展

览区域采取参观与互动相结合

的方式， 吸引青少年热爱技能、

学习技能。

世界技能大会自 2007 年

起，邀请各成员国（地区）政府

主管部门、世界技能会议联盟成

员、教育培训机构、行业企业代

表参加，讨论职业教育培训发展

趋势，分享成功经验，促进各国

（地区）职业教育培训发展。

2022 年世界技能大会将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至 14 日在

中国上海举行，大会将以“新青

年、新技能、新梦想———推动技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设

立技能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技能

开发在减贫扶贫中的作用、职业

技能培训中的校企合作和高质

量学徒制、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转

化及人才培养、新冠肺炎疫情对

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和未来发

展趋势等五项议题。 此外，青年

技能、劳动世界未来等问题将贯

穿全会进行探讨。

“一馆”：世界技能博物馆

“一馆” 指世界技能博物

馆，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展示

职业技能的博物馆， 将于 2022

年 10 月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

大赛举办期间同步建成。博物馆

选址于上海市杨浦区杨浦滨江

区域， 其原始建筑是杨浦区 64

个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之一的

百年历史建筑永安栈房。博物馆

改建完成时，将成为展示世界技

能发展精华的重要载体，各国嘉

宾交流和参观的集聚地，举办部

分国际技能交流活动、会议及论

坛的场所，并成为世界技能展示

中心、 世界技能合作交流中心、

国际青少年技能教育基地以及

官方文献中心。

“一赛” 指的是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预计将于

2022 年 10 月 12-17 日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主题口号为

“一技之长，能动天下”。 本届世

界技能大赛吉祥物为“能能”和

“巧巧”，寓意“能工巧匠”。 他

们竖起大拇指，敞开双臂，欢迎

全球技能健儿来到上海同台竞

技，合作交流。

据了解，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

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

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赛， 其竞技

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

先进水平， 是世界技能组织成员

展示和交流职业技能的重要平

台。世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该

组织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现有 85个国家和地区成员。

“一赛”：上海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余 柯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记者

注意到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的北馆 ， 有一个明年将在沪举

办的国际赛事展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频频驻足 ，那就是迄

今全球地位最高 、 规模最大 、 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竞

赛———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展台 。 据了解 ，这已经

不是第 46 届世赛第一次在大型活动中亮相了 。 为了传递

“一技之长 ，能动天下 ”的世赛理念 ，今年上海第 46 届世赛

在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 、全国乡村振兴职

业技能大赛等活动上都留下了惊艳的 “足迹 ”，让我们跟随

时间的坐标轴 ， 看一看第 46 世赛在各大展会上展现出来

的技能魅力。

加入进博会“朋友圈”，世赛冠军助阵展技能魅力

11月 5 日—10 日 上 海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中

国加入世贸组织（WTO）20 周年。 作为世

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到今年已成功举办了

4 届。 11 月 4 日开幕的第四届进博会在昨

日落下帷幕。 据了解， 本届进博会共有 58

个国家和 3 个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 来自

12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00 家参展商亮

相企业展， 为深耕中国市场积蓄更多新的

能量。

今年， 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也加入

了进博会“朋友圈”，成为了进博会的新朋友。

据上海世赛执行局工作人员介绍， 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展台位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北

馆， 展台的设计理念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榫卯工

艺，由“笼中取宝”演化而来，寓意青年人通过

不懈的追求，获得宝贵的技能财富。

展台整体划分为 5 大内容板块， 不仅详

细介绍了世界技能组织、“一赛”、“两会”，

更是发布了世界技能博物馆建造的最新近

况。 展会期间，除了传递有关世界技能大赛

的最新资讯等外， 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花

艺项目金牌获得者潘沈涵及其它花艺大赛

冠军也带来了精美花艺作品———由十余种

鲜花和不同编织技法制成的胸花，展示上海

技能的精巧与魅力。 潘沈涵表示，这是他首

次参加进博会，能借助世赛机遇一起来到进

博会很高兴，进博会中很多展陈设计也带给

他不少新的花艺灵感。 潘沈涵热情地介绍了

胸花的制作理念，“我们主花用了蝴蝶兰，辅

以火焰百合、天鹅绒、风信子等。 从造型上

看，水滴型更为柔美，比较适合女性，菱形有

棱角，更为适合男性。 ” 展陈工作人员表

示，胸花往往用于隆重活动，此次花艺作品

也寓意着上海热烈期待明年在沪举办的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嘉

宾和技能高手。

9月 26 日—28 日 乌鲁木齐

闪亮登场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技能改变命运”完美诠释

9月 26 日至 28 日，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

能大赛展台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的全国乡

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现场亮相，向全国技能

领域的选手、专家讲述世赛故事并传递“技

能改变命运”的世赛理念。 全国乡村振兴职

业技能大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乡村振

兴职业技能大赛，旨在发挥职业技能竞赛引

领示范作用，推动支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 比赛项目设置以农村实用

型技能为主，参赛人员以农业家庭特别是各

地脱贫家庭 （含监测帮扶对象家庭） 人员

为主。

据悉，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展台以

“通过技能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位

处展厅 C 位，320 平方米的展示区简洁明快、

恢弘大气。 “首先，映入眼帘的主舞台前播放

的是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宣传片……”

展示现场，讲解员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生

动而全面地为到场嘉宾介绍了上海世赛、世

界技能博物馆、世界技能组织等相关内容，之

后的世赛知识互动问答， 更是吸引了众多技

能人化身 “答题小能手”。 展陈工作人员认

为， 世界技能大赛就是一个能够让广大青年

通过技能成就梦想、改变命运的大舞台，他们

也希望通过世赛的推广， 让青年看到未来更

多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来自金山 、嘉定等地的土

布创意制作、 海派盘扣、 手工舢板船 、团

扇、草编技艺等乡村元素也在世赛展台上

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