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推广职业技能，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间，

除了正式的技能竞赛外， 还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活
动。在“一校一队”活动中，每个代表团都会走进当
地的一所学校（中、小学）开展交流活动，借此机会
搭建起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使当地学生能够近距
离了解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以此激励

学生们不断进取。

“一校一队”活动首次举办于 2007 年，是当时
第 39届世界技能大赛主办方日本静冈组委会发起
的交流活动。由于这个活动能够充分扩大职业技能
的影响力，完美诠释世界技能大赛的宗旨，因此，自
第 39届世赛后，“一校一队”得以延续并不断改进。

“一校一队”活动

经过全社会公开征集 ，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
赛吉祥物确定为男、女一组卡
通图案，男孩叫“能能”，女孩
叫“巧巧”，寓意“能工巧匠”。

吉祥物整体造型是上海地标
建筑———东方明珠，他们身着
工装服，戴着防护镜和工作手
套，手上托着代表传统工匠精
神的鲁班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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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技能组织（WSI）

概述：世界技能组织（WSI）成
立于 1950 年，是一家致力于推动
职业、 技术和服务导向型教育和
培训的非政府国际组织， 注册地
在荷兰。

宗旨：提升公众对技能人才的
认可，展示技能在经济发展和实现
个人成功中的重要性， 并与青年
人、教育工作者、政府和各行业合
作， 在 84个成员国家和地区推广
技能化职业，为今后各就业岗位的
人才培养做好准备。

世界技能大赛（W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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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世界技能
奥林匹克”。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
技能组织（WSI）举办，每两年一届，

截至目前已经成功举办 45届。

2010年 10月 3 日至 10 日，中
国代表团一行 6 人赴牙买加首都
金斯顿参加了世界技能组织召开
的 2010 年世界技能组织全体大
会， 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7 日表
决通过， 正式接纳中国加入世界
技能组织， 中国成为该组织第 53

个成员。

世界技能大赛为中国的技能
交流打开了世界之窗，推动了中国
在技能教育、技能培训、技能研究
和技能交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世界技能大赛办赛理念

世界技能大赛是青年人展示
技能的舞台，旨在促进青年技能劳
动者职业能力的提升，促进世界各
个国家和地区在职业技能领域的
合作与交流， 促进职业技能的推
广。竞技不是目的，相互交流和提
高才是根本。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要求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年
轻人担当主角。 世界技能组织规
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年龄在大赛
当年不得超过 22周岁。 特殊的技
能竞赛项目如果需要放宽年龄限
制，则必须经专家提议、竞赛委员
会同意， 并在赛前 12个月召开的
全体大会上获批后方可执行。

世界技能大赛对所有符合年
龄要求的年轻人“敞开大门”，没有
任何在职或者在学等身份的限制。

每个成员在每个技能竞赛项目中
可选派 1名（组）选手参赛。每名选
手只能参加一个项目的比赛，且只
能参加一届世界技能大赛。

解密世界技能大赛
2020年 7 月 15 日是第六个世界青年

技能日。为了吸引更多青年学习技能，热爱

技能，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全

市层面开展“技动青春 匠心接力”主题活

动，弘扬工匠精神，鼓励年轻人技能成才。

技能开发是让青年人能够顺利过渡到

工作的一个主要手段。2014年 12月 18日，

第 6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 7月

15日确定为世界青年技能日，旨在“通过解

决青年中大量存在的失业和就业不足问

题，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长期以来，世界技能组织高度重视世

界青年技能日的相关工作，并通过在技能

竞赛、教育培训、职业发展、研究、国际合

作和技能推广六大战略聚集领域的广泛

活动和倡议，来支持这一全球重要议题的

开展， 世界技能大赛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

载体之一。

2021年，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

中国上海举行。 作为 “技能奥林匹克”，世

界技能大赛的办赛理念是怎样的？中国选

手在历届世赛上收获了怎样的成绩？上海

与世赛又有怎样的缘分？今天，我们一起解

密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战绩
年份 赛事 地点 参赛项目数量 参赛选手数量 成绩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2019年

第 41届

第 42届

第 43届

第 44届

第 45届

英国伦敦

德国莱比锡

巴西圣保罗

阿联酋阿布扎比

俄罗斯喀山

1银 5优胜

1银 3铜 13优胜

5金 6银 4铜 11优胜

5金 7银 8铜 12优胜

16金 14银 5铜 17优胜

6 6

22 26

29 32

47 52

56 63

10月 13日

2021中国（上海）世界技能大赛
申办大事记

经中央批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代表中国在加拿大尼亚加拉市召开的世
界技能组织 2016年全体大会上，宣布申
办 2021年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意向，
并推出上海市作为承办城市。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正式成立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及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工作委员会。

世界技能组织前主席西蒙·巴特利一
行来华考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上海市
政府、江苏省政府在上海召开国际技能研
讨会，在上海、江苏举办 2017 年中国国
际技能大赛。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的世界技能
组织全体成员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申述阶段通过
视频发表重要讲话。大会决定，中国上海
获得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权。

中国上海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
能大赛谅解备忘录签约仪式在上海举行，
标志着中国上海正式启动第 46届世界技
能大赛筹备工作。

签署《中国上海 2021年第 46届世
界技能大赛协议书》和《世界技能博物馆
合作协议书》，这是上海举办第 46届世
界技能大赛和三方合作建设世界技能博
物馆的正式协议。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

中国上海在喀山举办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主办国招待会。正式发布第 46
届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主题口
号“一技之长，能动天下”。

在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
中国上海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了一场以“魅
力中国、活力上海”为主题的精彩文艺表
演，标志着世界技能大赛正式进入“中国
时间，上海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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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技能大会将与 2021年中国（上海）

世界技能大赛同步进行。会议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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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企业代表将共同交流研讨全球职
业教育培训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展示各国（地
区）职业技能培训领域发展经验，为实现世界技能
运动和全球职业教育培训的新发展， 贡献中国智
慧、提供中国方案。

2021年世界技能大会主题是“新青年、新技能、

新梦想———推动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会主题
下设 4个议题：一是技能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终身
学习、未来技能、绿色技能）；二是技能开发在减贫

扶贫中的作用（包括技能开发国际交流、技能开发
发展合作等）； 三是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合作和高质
量学徒制； 四是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转化及人才培
养。此外，青年技能、劳动世界未来贯穿会议主题和
4个议题。

2021年世界技能大会将成为助力实现世界技
能组织《2025愿景》的重要一环，旨在提升世界技能
组织在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把组
织主要活动从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扩展到包括技能
竞赛、教育培训、职业发展、研究、国际合作和技能
推广六大战略聚集领域，重塑组织发展方向，打造
“技能达沃斯”。

2021年世界技能大会
赛事口号

第 46 届世赛主题口号为 “一技之长， 能动天下
（Master Skills, Change the World）”。这一充满青春气息
和力量感的主题口号寓意着：技能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的原动力，是全球共同的财富；掌握技能，改变世界、引
领未来、造福人类。

赛事安排、场馆介绍

赛事时间： 2021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
比赛场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视觉标识

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视觉标识———榫卯。 被誉为
“笼中取宝”的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精华之所在，我
们常见的鲁班锁是其经典展示形式之一。在进行了提取
并简化后， 此图形的结构包含了立体几何的空间感，而
平面的图形看起来却是中心对称的。榫卯结构象征着不
断追求精湛的技艺和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吉祥物

能能 巧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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