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参赛院校：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高职组艺术专业技

能（弹拨乐器演奏）赛项将于 2018年 6月 20日至 22日在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518号）举行，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18 年 6 月 19日 8:30-12:00。 

二、报到地点 

报到地点即各参赛队入住宾馆：杭州志成大酒店、亚朵酒店、

杭州悦莱皇家酒店、牧晨城市精选酒店。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三、比赛（报到）时间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6 

月 

19 

日 

8:30-12:00 各参赛队报到 

各队入住的宾馆大堂 

（详见附件） 

领取《赛项指

南》、参赛证件

等材料 

1.13:30 -14:00 

2.14:00-15:00 

1.领队会 

2.抽签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图信中心 

各参赛队领队 

务必参加 



15:30-21:30 走台 

高职组-浙江实验艺术剧场 

中职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厅 

每位选手走台时

间为 3 分钟（含

上下场） 

6 

月 

20 

日 

8:30-22:00 第一轮比赛 

高职组-浙江实验艺术剧场 

中职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厅 

详见《赛项指南》 

6 

月 

21 

日 

8:30-22:00 第一轮比赛 

高职组-浙江实验艺术剧场 

中职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厅 

详见《赛项指南》 

6 

月 

22 

日 

8:00-13:00 第二轮比赛 

高职组-浙江实验艺术剧场 

中职组视奏-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音乐厅 

中职组专业知识考察-浙江 

艺术职业学院 3301 教室 

详见《赛项指南》 

14:30-17:30 

赛项点评会 

(高职组、中职组） 

浙江实验艺术剧场  

21:00 领取获奖证书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1212会议室 

每个学校派一名

指导教师凭身份

证和指导教师证

领取 

6 

月 

23 

日 

各参赛队离杭 



四、食宿及交通安排 

1.比赛期间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各参赛队按照赛项承办校安排的住宿宾馆（详见附件），

自行与宾馆联系订房。 

3.赛项承办校（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食堂提供就餐服务。各

参赛队在报到时统一购买餐券。如自行就餐，需与承办校签订有

关协议。 

4.赛项不安排接、送站。机场、车站至各住宿宾馆的交通方

式见附件。各住宿宾馆至赛场（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交通由承

办校统一安排。 

五、比赛内容 

高职组比赛内容为乐曲演奏、旋律模唱、视奏与旋律分析；

中职组比赛内容为乐曲演奏、旋律模唱、视奏、专业知识考察。

详见大赛官网（www.chinaskills-jsw.org）公布的《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艺术专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赛项规程》

和《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艺术专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

赛项规程》。 

六、组队与报名 

根据大赛执委会《关于开展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网上报名工作的通知》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艺术专

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赛项规程》《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职组艺术专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赛项规程》有关规定组队与



报名。详见大赛官网（www.chinaskills-jsw.org）。 

七、赛事观摩 

比赛第一轮拟进行网络直播，第二轮进行录播，观看方法将

在报到时通知。现场观摩凭大赛执委会发放的领队、指导教师、

选手等证件进场观摩，须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文明观赛。 

八、其他注意事项 

1.各参赛队所有人员须携带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2.报到时参赛选手须交验身份证、学生证及意外伤害保险单，

核对个人信息和参赛曲目。领队须签署相关承诺书。 

3.各参赛队应遵守比赛日程安排，有特殊情况或特殊要求及

时与承办校联系人联系。 

承办校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林宝晋 13757108100 （报到）；齐磊 18668079103 （赛务）；

季火荣 13705819204 （后勤）。 

 

附件：各住宿宾馆基本信息、交通方式和入住参赛队一览表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艺术专业技能（弹拨乐器演奏）赛项执委会 

                       2018年 5 月 28日 

 



附件： 

各住宿宾馆基本信息、交通方式和入住参赛队一览表 

酒店名称：杭州志成大酒店 

酒店地址：杭州市滨江区东信大道 688 号(浦沿路与东信大道交汇口)； 

酒店电话：0571-86689888 

价格：260 元/间 

交通方式： 

1.城站火车站———杭州志成大酒店 

时间短：地铁 1号线>地铁 4号线 （约 37分钟） 4 元 

城站火车站（步行 165米）> 湘湖方向 城站（A3 口）上车 > 近江站下车 >站内换乘 步行

111 米 >  浦沿方向 近江站上车 > 中医药大学站（A出口）下车 >  步行 100米到达目

的地 

  

2.杭州火车东站———杭州志成大酒店 

时间短：地铁 4号线  （约 40分钟）  5元 

杭州东站（步行 264米）> 浦沿方向 火车东站（C3口）上车 > 中医药大学站下车（A出

口）> 步行 100米到达目的地 

  

3.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杭州志成大酒店 

时间短：机场巴士滨江线 （约 50分钟）  20元 

萧山机场出口乘坐机场巴士>海创基地园 中医药大学西站下车>就在酒店正对面 

  

4.杭州汽车西站———杭州志成大酒店 

时间短、少换乘：约 1小时  180路 3元 

杭州汽车西站步行 1137米 > 钱江湾花园方向 府苑新村站上车 > 地铁中医药大学站西站下

车 > 步行 50米到达目的地 

序号 组别 入住参赛队/参赛院校 备注 

1 

高职组 

安徽省  

2 北京市  

3 河南省  

4 江西省  



5 内蒙古自治区  

6 山东省  

7 甘肃省  

8  

 

 

 

中职组 

安徽省  

9 北京市  

10 河南省  

11 湖南省  

12 
吉林省 

（北华大学师范分院） 
 

13 江西省  

14 内蒙古自治区  

15 青岛市  

 

酒店名称：亚朵酒店(杭州滨江滨文路店) 

酒店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路 773 号(江南商业大厦浦沿路与东信大道交汇口) 

酒店电话：0571-87777779 

价格：340 元/间 

交通方式： 

1. 城站火车站———杭州滨江滨文路亚朵酒店 

时间短：地铁 1号线>地铁 4号线 （约 37分钟） 4元 

城站火车站（步行 165 米）> 湘湖方向 城站（A3 口）上车 > 近江站下车 >站内换乘 步

行 111米 >  浦沿方向 近江站上车 > 中医药大学站（出口）下车 >  步行 718米到达目

的地 

少换乘、少步行：步行 698米 115路（约 1小时 15分钟） 2元 

城站火车站 （步行 157 米） > 东冠公交站方向 城站火车站站上车 > 地铁杨家墩站北站

下车 > 步行 541米 到达目的地； 



2. 杭州火车东站———杭州滨江滨文路亚朵酒店 

时间短：地铁 4号线  （约 46分钟）  5元 

杭州东站（步行 264米）> 浦沿方向 火车东站（C3口）上车 > 中医药大学站下车（D出

口）> 步行 719米 到达目的地 

少步行：步行 192米 b支 5路 (约 1小时 20分钟)  3元 

杭州东站（步行 128米）>  浦沿街道方向 火车东站西站上车 > 新生站下车 > 步行 65米 

到达目的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杭州滨江滨文路亚朵酒店 

时间短：机场巴士滨江线 （约 50分钟）  20元 

萧山机场出口乘坐机场巴士>海创基地园 底站 下车>打车 5-10分钟到酒店 

 

4. 杭州汽车西站———杭州滨江滨文路亚朵酒店 

时间短、少换乘：约 1 小时  180路 3元 

杭州汽车西站步行 1137米 > 钱江湾花园方向 府苑新村站上车 > 地铁中医药大学站西站

下车 > 步行 654米到达目的地 

少步行：约 1小时 20分钟  

①步行 522米  b4C线 / 356路/ b支 7路> 194 路   7元 

杭州汽车西站 步行 292米 > 武林广场方向 汽车西站（brt）> 古荡站下车 > 步行 2米 > 

滨文中心站方向 古荡站上车 > 新生站下车 > 步行 229米 到达目的地 

②193路 > 194路   

杭州汽车西站 步行 264 米 > 黄龙公交站方向 汽车西站（天目山路）站上车 > 古荡站

下车 > 步行 22 米 >滨文中心站方向 古荡站上车 > 新生站下车 > 步行 229 米 到达目

的地 

 

5. 杭州汽车南站———杭州滨江滨文路亚朵酒店 

时间短： 约 38分钟  地铁 1号线 > 地铁 4号线   4元 

杭州汽车南站 步行 388 米 > 湘湖方向 婺江路站（D口）上车 > 近江站下车 > 站内换乘 

步行 111 米 > 浦沿方向 近江站上车 >中西医大学站（出口）下车 >  步行 718 米 到达

目的地 

步行少： 步行 348米 约 1小时   3元 

杭州汽车南站  步行 116 米 > 东冠公交站方向 汽车南站 （秋涛路）站上车 > 新生站下

车 > 步行 232米  到达目的地  

 

6. 杭州汽车北站———杭州滨江滨文路亚朵酒店 

时间短: 约 1小时 30分钟   9元 

b支 1路/192路> 地铁 2号线> 地铁 4号线 

杭州汽车北站 步行 318米 > 观音塘方向 汽车北站（莫干山路）站上车 > 沈塘桥站下车 > 

步行 138米> 朝阳方向 沈塘桥站（ B 口）上车> 钱江路站下车> 站内换乘 > 浦沿方向 

钱江路站上车> 中医药大学站（出口）下车 > 步行 718米 到达目的地 

步行少：步行 372米 约 1小时 40分钟  5元 

杭州汽车北站 步行 138 米 > 植物园方向 汽车北站上车 > 天目山路学院路口站下车 > 步

行 5米 > 滨文中心站方向 天目山路学院路口站上车 > 新生站下车> 步行 229米到达目的

地 



 

 

序号 组别 入住参赛队/参赛院校 备注 

1 

高职组 

福建省  

2 广东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  

4 河北省  

5 黑龙江省  

6 湖北省  

7 天津市 含中职 

8 贵州省  

9 

中职组 

福建省  

10 甘肃省  

11 广东省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3 河北省  

14 黑龙江省  

15 湖北省  

16 
吉林省 

（吉林艺术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17 宁波市  

18 上海市  

19 西藏自治区  



酒店名称：杭州悦莱皇家酒店 

酒店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3760 号保亿创艺大厦 

酒店电话：0571-81609999、18966165307 

价格：240 元/间 

交通方式： 

杭州火车站/城站----悦莱皇家酒店 

1.地铁 1号线-杭州火车东站/杭州城站上车-经过站-江陵路下车  地铁请换乘 4号线，到

新生站下，乘 175-176 公交到南环路公交站下。一站 

共联村上车（172路）--江南大道东信大道口下车往南 150米即可到达。 

 

（东站：打出租车 50元左右，20公里左右，预计时间 30分钟。 

  城站：打出租车 35元左右，14公里左右，预计时间 20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悦莱皇家酒店 

2.飞机：乘坐机场大巴至华美达下车，换乘 B支 3，B支 5，315路两站至江南大道东信大

道口下车往南 150米即可到达。 

（机场：打出租车约 90 元，30公里左右，预计时间 40分钟。） 

 

3.自驾：钱塘江大桥（一桥）：江南大道→（右转）东信大道--（左拐）南环路--酒店。 

其余大桥都是下桥右拐至江南大道往西---伟业路口（左拐）至酒店（保亿大厦）。 

序号 组别 入住参赛队/参赛院校 备注 

1 

高职组 

海南省  

2 江苏省  

3 宁夏回族自治区  

4 陕西省  

5 上海市  

6 四川省  

7 辽宁省  

8  海南省  



9  

 

中职组 

江苏省  

1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1 厦门市  

12 陕西省  

13 四川省  

14 辽宁省  

 

 

酒店名称：牧晨城市精选酒店 

酒店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422 号文耀大厦 

酒店电话：13675895397 

价格：280 元/间 

交通方式： 

1.杭州火车站城站---- 牧晨城市精选酒店 

1）地铁 1 号线-城站 A2 口上车-西兴站 D 口下车 换乘公交 326 路（闻堰公交站方向）西

兴叉上车（9站大约 22 分钟）冠二村站下车 步行 100米左右即可 

2）出租车（约 11.9公里 约 20分钟 约 36元）  

3）自驾(主道 中河高架路  时代大道高架）   

2.杭州火车站东站---- 牧晨城市精选酒店 

1）公交直达 107路鸿泰路东宁路口站上车（约 27站 69分钟）滨文中心站下车 步行 200

米左右即可 

2）东站坐地铁 4 号线到中医院大学站，到新生南上车到滨文中心站下车步行 200 米左右

即可 

3）出租车 （约 20.2公里 约 40分钟 约 67元） 

4）自驾 （主路 秋涛北路 秋石高架路 时代大道高架） 

 

2.杭州汽车站南站----牧晨城市精选酒店 

1）地铁 1 号线（湘湖方向） 婺江路站 D 口 上车 江陵路站 B 口下车 换乘公交 107/115

路共联村站上车 （约 5 站 约 21分）滨文中心站下车 步行 200米左右即可 

2）出租车 （约 10.4公里 约 22分钟 约 30元） 

3）自驾 （主路 秋涛路 中河高架路 时代大道高架 彩虹快速路） 

 

3.杭州汽车站北站----牧晨城市精选酒店 



1）公交 15 路（植物园方向）汽车北站上车（17 站 约 47 分钟）玉古路求是路口站下车

换乘 194 路 （滨文中心站方向）玉古路求是路口站上车（14 站约 45 分钟）滨文中心站

下车 步行 200米即可  

2）出租车（约 25.2公里约 43分钟约 86元） 

3）自驾（主路  留石高架路 上塘高架路 中河高架路 时代大道高架） 

 

4.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牧晨城市精选酒店 

1）机场大巴直达  

2）出租车（约 31.1公里 约 48分钟 约 105元） 

3）自驾  （主路 机场高速） 

序号 组别 入住参赛队/参赛院校 备注 

1 

高职组 

山西省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云南省  

4 重庆市  

5 

中职组 

山东省  

6 山西省  

7 深圳市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0 云南省  

11 浙江省  

12 重庆市  

 

 

 

 



附录：杭州萧山机场至滨江区海创基地机场大巴往返发车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