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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互 联 网 协 会
苏互协﹝2022﹞2 号

关于举办 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

暨苏货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决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参赛选手：

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第四届江苏省

百万技能人才技能竞赛岗位练兵活动的通知》（苏人社函〔2021〕
115 号）文件指导精神和《关于举办 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

销师职业技能竞赛暨苏货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的通知》（苏互

协〔2021〕11号）要求，竞赛组委会于 2021年 12月 22日-25日
组织完成了“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暨苏货

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初赛，经竞赛组委会研究决定，将于 1月
15日-16日组织决赛，现将赛事的决赛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e起致富 苏货直播

二、竞赛时间

2022年 1月 15日-16日
三、竞赛地点

根据参赛选手的分布情况，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决赛

将分别在南京、苏州、扬州、宿迁设考核点同步进行（详见附件2）。
四、参赛条件及要求

1.完成初赛，并经初赛裁判组评分后获得决赛资格的参赛选

手；

2.参赛选手参赛当天凭个人有效证件及竞赛组委会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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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要求提供的疫情防控核验资料，经竞赛组委会核查无误后方可

进入赛区，进入赛区领取参赛证后有序进入考场；

3.如遇特殊情况，参赛选手需服从竞赛组委会的统一安排，有

序离场。

五、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为切实保障所有参赛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竞赛组委

会将根据决赛所在市疫情防控指导要求制定本次竞赛疫情防控要

求：

1、存在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不得参赛：

（1）14天内有中高风险乡镇（社区）所在设区市(直辖市为

县区)的其他低风险乡镇（社区）旅居史；

（2）与 14 天内有与中高风险乡镇（社区）(直辖市为县区)
所在设区市旅居史人员共同居住、生活等密切接触；

（3）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已治愈出院确诊病例和已解

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4）“苏康码”为黄色、红色人员。

2、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人员需要携带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方可参赛：

（1）赛前 14 天内有发热、咳嗽、咽痛、乏力、腹泻、嗅味

觉减退等症状者，应及时就医，排除新冠肺炎（2次核酸检测均阴

性，间隔 24小时）和其他传染病后；

（2）赛前 14天内行程码中显示存在赛区所在市以外旅居史。

3、按照《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修订版）的有关要求，入

场选手除实操考核时除外，其余时段需全程佩戴口罩；

4、参赛选手需携带本人签字的健康承诺书（附件 1），否则

不得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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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竞赛费用

竞赛不收取费用，参赛选手及相关人员参赛往返交通、食宿

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费用自理。

七、咨询电话

025-83343696/19941773646。

附件 1：健康承诺书

附件 2：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暨苏货

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竞赛决赛规则说明

江苏省互联网协会

2022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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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健康承诺书

姓 名： 单 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我已了解 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暨苏货新

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竞赛组委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现呈报

并承诺以下事项：

1.赛前 28日内是否有境外地区旅居史？

□是 □否
2.赛前 21日内是否有国内中高风险旅居史？

□是 □否
3.赛前 28日内是否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接触史？

□是 □否
4.“健康码”是否为黄色或红色？

□是 □否
5.是否为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的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

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6.赛前 14日内是否与正在接受居家健康监测的人员共同居住、生

活等密切接触？

□是 □否
7.14日内是否有发热、感冒、咽痛、咳嗽、乏力、腹泻等症状？

□是 □否
8.是否已经完成新冠疫苗的接种？

□是 □否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有承诺不实、隐瞒

病史和接触史、故意压制症状、瞒报漏报健康情况、逃避防疫措施的，

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竞赛期间自行做好防护工作，主动配合落实相

关疫情防控措施。

本人签名：

2022年 月 日



5

附件 2

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
暨苏货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决赛规则说明

根据《关于举办 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

赛暨苏货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的通知》（苏互协﹝2021﹞11 号）

和《关于举办 2021（首届）江苏互联网营销师职业技能竞赛暨苏

货新农人互联网营销大赛决赛的通知》（苏互协﹝2022﹞2 号）

整体计划安排，现将决赛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决赛时间

现场考核时间：2022 年 1 月 15 日-16 日

作品上传截止时间：2022 年 1 月 18 日 24 时

二、决赛地点

南京赛区覆盖南京市、镇江市选手，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

霞区紫东直播大厦，联系电话：025-86800333/13347806689；

苏州赛区覆盖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选手，地址：

苏州高新区宝带西路 1566 号 新锐科创中心，联系电话：

0512-66919878/15995770568；

扬州赛区覆盖扬州市、泰州市、盐城市选手，地址：江苏省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 1466 号云媒数字经济科创园，联系电话：

13770655613/17372766663；

宿迁赛区覆盖宿迁市、连云港市、徐州市、淮安市选手，地

址：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苏北网红基地二楼，联系电话：

1385227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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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决赛形式

决赛为单人赛，成绩由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组成，满分均为 100分，

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均为 60分为及格。

四、决赛规则

（一）总体要求

1.决赛成绩依据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的综合成绩依次排名，其中

理论知识占 40%，实操技能占 60%。理论知识考核采用纸质试卷进行

考核（根据场次不同选用 A/B 卷），考核时长为 90 分钟；实操技

能考核采用直播平台直播带货的形式进行考核，考核时长为 60分钟。

2.参赛选手选择竞赛组委会推荐的直播平台（建议：抖音或

淘直播），在指定考场进行不低于 40 分钟（不含现场准备时间）

的直播带货，直播品类由竞赛组委会提供（品类清单咨询各赛区），

并于规定时间截止前将本场直播的直播产品链接展示页、直播带

货数据统计页和 3-5 分钟时长不间断直播画面，上传至“苏货新

农人 APP”指定通道，用于存档，否则决赛实操成绩计零分。

（二）理论知识题库说明

参赛选手可识别下方二维码，联系各赛区获取密码后，熟悉理

论知识样题。

（三）技能实操考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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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为直播准备、直播表现及售后（含违规行为说明）和

直播成果 3 部分：

直播准备

主播形象：参赛选手妆容适宜、举止大方、着装契合直播产

品；

场地选择与道具使用：要求参赛选手能够运用所提供工具搭

建合适的直播场景；

软硬件安装与调试：考核选手软、硬件安装与调试方面的能

力：包括灯光，背景设置，直播平台设置、声音调试等；

商品链接/购物车：参赛选手的直播间有竞赛组委会指定商品

链接；

直播商品静态展示：参赛选手根据组委会提供的直播产品及

素材，结合实际场景进行所有产品在镜头前的静态呈现。

直播表现及售后

产品特性及卖点的介绍技巧：考核参赛选手对产品特性及卖

点的介绍技巧方面的能力。要求产品卖点清晰，话术娴熟，能充

分表达货品特性和卖点

销售产品的展示方法：考核学员销售产品时的展示方法。要

求参赛选手能结合产品特性，直观将所销售产品展示给受众，能

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

引导用户下单的技巧：能使用销售技巧引导和改变用户对产

品的认知，促进用户成交或带来促进成交可能。

评论与回复的处理技巧：直播过程中能应对直播室观众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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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反馈，给予适当的处理，同时引导客户，化危机为商机；

赛后清场及环保： 赛后清理现场，保持直播间的整洁。

直播成果

单场有效直播时长：竞赛现场单场直播时长不低于 40 分钟；

直播人气：实操技能考核现场单场直播间人气值；

订单量：实操技能考核场次单场直播订单量；

订单金额：实操技能考核场次单场直播总销售额；

违规行为说明

竞赛过程中有下述情况，经赛区现场裁判组长核实，参赛选

手确认后，实操技能考核成绩计 0 分，取消竞赛资格：

1.出现法律法规规定的直播禁忌用语；

2.直播中传播不良理念、反动观念；

3.着装过于暴露等严重不文明行为；

4.未完成竞赛作品上传；

5.直播时所选商品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推销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生产、销售的商品；

6.其他经竞赛组委会督导组认定的违反竞赛规则的行为。

五、赛事咨询

025-83343696/19941773646

六、“苏货新农人 APP”下载安装指引

1.新用户下载“苏货新农人 APP”（仅支持安卓手机下载）

微信识别/扫描二维码或者打开手机中的任意浏览器使用“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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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功能扫码识别

以微信识别举例，长按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并

点击微信右上角“···”，选择浏览器打开，进入下载页面，

如下：

2.新用户安装“苏货新农人 APP”（仅支持安卓手机安装）

根据前步骤提示，进入安装界面，点击“允许”，并进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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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点击“继续安装”，APP 将会自动完成安装，如下：

3.新用户注册

打开“苏货新农人 APP”，点击“我的”-“立即注册”，进

入注册页面，填写信息完成 APP 注册，如下：

4.作品上传

打开“苏货新农人 APP”，点击“首页”中“活动入口”，进

入作品上传入口，输入报名时录入的“身份证号”进行身份证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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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根据提示完成“作品上传”，如下：

特别说明：

1.已注册“苏货新农人 APP”的用户，打开 APP 时，根据提醒进行 APP 升级后，参

考第四条进行作品上传即可；

2.在作品上传截止时间前，可以对已上传作品重新上传，系统保留最近一次上传结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