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 (环办监测 〔２０１９〕 ３５ 号) 要求ꎬ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ꎬ 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ꎬ 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ꎬ

弘扬工匠精神ꎬ 全面提高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水平ꎬ 在广大生态环

境监测人员队伍中营造扎实学习专业理论、 刻苦钻研技术的良好

氛围ꎬ 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ꎬ 省生态环境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省总工会、 共青团青海省委、 省妇联、 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决定共同举办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活动 (以下简称大比武活动)ꎮ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ꎬ 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

源的理念ꎬ 以实现 “山水林田湖草” 统一监测与评估为目标ꎬ

以全面支撑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高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的

技术水平为根本ꎬ 以不断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人员思想道德、 技术

业务和文化素质水平为宗旨ꎬ 本着科学、 务实、 公平、 公正的原

则开展大比武活动ꎬ 努力打造政治强、 本领高、 作风硬、 敢担

当ꎬ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先锋队ꎬ 厚植家国情怀、 民族情怀、 为民情怀和事业情怀ꎬ 以

“严、 真、 细、 实、 快” 的工作作风ꎬ 推动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科

学化、 标准化、 规范化ꎬ 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环保、 了解监测ꎬ 推

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ꎮ

二、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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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武活动由省生态环境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总

工会、 共青团青海省委、 省妇联、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主办ꎬ

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省环境监测协会协办ꎬ 主办单位共同成立

大比武活动组委会和组委会办公室ꎬ 同时组建专家委员会、 监督

委员会 (组委会人员名单参见附件 １)ꎮ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省生

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ꎬ 负责大比武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日常管

理工作ꎻ 专家委员会负责审定大比武活动的各项技术工作ꎻ 监督

委员会负责对大比武活动全过程的公正性进行监督ꎮ

三、 主要目标

通过大比武活动ꎬ 在全省范围内选拔优秀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ꎬ 组建青海省全国决赛代表队ꎬ 参加第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

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ꎮ 以大比武活动ꎬ 进一步促进各类生

态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ꎬ 规范生态环境监测工作ꎬ

促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人员技术水平全面提升ꎮ

四、 大比武活动内容

大比武活动分为生态环境监测综合比武 (以下简称综合比

武) 和辐射环境监测专项比武 (以下简称专项比武)ꎮ 综合比武

内容包括地表水、 地下水、 大气、 声、 固体废物、 土壤、 生态

(含生物) 等环境要素的监测技术ꎬ 专项比武内容包括电离辐射

环境监测与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ꎮ 重点考核参赛人员的理论知

识、 仪器分析、 质控技术、 评价技术和综合分析能力 (综合比

武、 专项比武技术方案分别见附件 ２、 附件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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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施安排

(一) 参赛资格ꎮ

１ 以监测 (检测) 机构为单位ꎬ 鼓励生态环境部门、 其他

部门以及社会各级各类监测 (检测) 机构积极报名ꎮ

２ 凡是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ＣＭＡ)、 近三年经营管理

活动中无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从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一年以

上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级各类监测 (检测) 机构均可参赛ꎮ

３ 代表监测 (检测) 机构参赛的人员ꎬ 应当在本机构工作

满一年以上ꎬ 且近三年无违规、 违纪和违法不良记录ꎬ 并由所在

单位出具证明材料 (见附件 ４)ꎮ

４ 大比武活动综合比武代表队由 １ 名领队、 ４ 名综合比武选

手组成ꎻ 专项比武代表队由 １ 名领队、 ３ 名专项比武选手组成ꎮ

５ 各参加大比武活动的单位可组建 １ 支以上代表队参赛ꎬ 对达

不到大比武活动组队条件的单位ꎬ 个人经单位同意可报名参加比赛ꎮ

(二) 日程安排ꎮ

１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９ 日ꎬ 各参赛代表队派员至组委会办

公室报名 (见附件 ４、 附件 ５、 附件 ６)ꎮ

２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日ꎬ 组委会办公室组织对各参赛

代表队进行资格审查ꎬ 组委会监督委员会全程进行监督ꎬ 对通过

资格审查的参赛代表队ꎬ 由组委会办公室和组委会监督委员会向

其印发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资格

审查意见» (附件 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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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１７ 日ꎬ 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大比武

活动ꎬ 赛程为两天半ꎮ 比赛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竞赛两

部分ꎮ 现场操作竞赛以分组形式集中进行ꎬ 所需的监测分析仪

器、 设备由各参赛代表队自行携带和管理ꎮ

８ 月 １５ 日　 上午: 报到 (报到时出具附件 ７)

下午: 开幕式ꎬ 理论知识闭卷考试 (集中进行)

８ 月 １６ 日　 上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下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８ 月 １７ 日　 上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下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４ 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竞赛按照 ４ ∶ ６ 的分值比重计算

个人成绩ꎻ 根据参赛人员成绩总和ꎬ 分别计算综合比武、 专项比

武的团体总成绩ꎮ

５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前ꎬ 根据大比武活动成绩ꎬ 综合比武取

个人成绩前 ５ 名的选手、 专项比武取个人成绩前 ４ 名的选手组成

青海省参加全国决赛代表队ꎬ ８ 月 ２５ 日前将青海省参加全国决

赛代表队成员名单报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ꎮ

６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青海省参加全国决赛代

表队集训ꎮ

六、 奖励办法

(一) 奖项设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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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设个人奖项、 团体奖项和组织奖项ꎮ

１ 个人奖项 　 分为综合比武奖和专项比武奖ꎬ 根据参赛人

员个人成绩确定ꎮ 其中ꎬ 综合比武设立个人一等奖 ２ 名、 二等奖

４ 名、 三等奖 ６ 名ꎻ 专项比武设立个人一等奖 １ 名、 二等奖 １ 名、

三等奖 １ 名ꎮ

２ 团体奖项 　 分为综合比武奖和专项比武奖ꎬ 分别根据综

合比武和专项比武参赛代表队个人成绩总和确定ꎮ 其中ꎬ 综合比

武设立团体一等奖 １ 名、 二等奖 １ 名、 三等奖 ２ 名ꎻ 专项比武设

立专项团体奖 １ 项 (少于 ３ 个参赛代表队则不设立)ꎮ

３ 组织奖项 　 根据比赛的组织和成效ꎬ 对组织有力、 成效

显著的参赛代表队进行奖励ꎬ 共设立优秀组织奖 ３ 名ꎻ 对组织保

障有力、 贡献突出的单位ꎬ 给予特别贡献奖ꎮ

(二) 奖励办法ꎮ

１ 对综合比武获得个人总分第 １ 名、 第 ２ 名的选手ꎬ 给予比

赛一等奖ꎻ 对获得个人总分第 ３ 名至第 ６ 名的选手ꎬ 给予比赛二

等奖ꎻ 对获得总分第 ７ 名至第 １２ 名的选手ꎬ 给予比赛三等奖ꎮ

对专项比武获得个人总分第 １ 名、 第 ２ 名、 第 ３ 名的选手ꎬ 分别

给予比赛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ꎮ 出现个人成绩相同时ꎬ 并列

获得相应等次奖项ꎬ 同时减少下一等次奖项名额ꎻ 出现三等奖成

绩相同时ꎬ 增加三等奖项名额ꎮ

２ 对获得团体总分第 １ 名的代表队ꎬ 给予比赛团体一等奖ꎻ

对获得团体总分第 ２ 名的代表队ꎬ 给予比赛团体二等奖ꎻ 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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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总分第 ３ 名、 第 ４ 名的代表队ꎬ 给予比赛团体三等奖ꎮ 出现

团体总分相同时ꎬ 并列获得相应等次奖项ꎮ

３ 根据比赛的组织和成效ꎬ 对组织有力、 成效显著的参赛代表

队进行奖励ꎻ 对组织保障有力、 贡献突出的单位ꎬ 给予特别贡献奖ꎮ

４ 获得比赛个人奖项一、 二、 三等奖的选手ꎬ 同等条件下ꎬ

优先申报相应层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ꎮ

５ 对获得一等奖的选手ꎬ 符合推荐条件的ꎬ 由省总工会在次年

度五一集中表彰时ꎬ 按程序优先推荐 “全省五一劳动奖章”ꎮ 对获

得一等奖的青年选手ꎬ 符合申报条件的ꎬ 由团省委在次年度优先申

报 “全省青年岗位能手”ꎻ 对获得一等奖的女选手ꎬ 符合申报条件

的ꎬ 由省妇联在次年度优先申报 “青海省巾帼建功标兵”ꎮ

对于获得团体一等奖的参赛单位ꎬ 符合申报条件的ꎬ 由省妇

联在次年度优先申报 “青海省巾帼文明岗”ꎻ 对于积极承办或参

加比赛以及为活动成功举办提供坚实保障和支撑的单位ꎬ 符合申

报条件的ꎬ 由省妇联在次年度优先申报 “青海省城乡妇女岗位

建功先进集体”ꎮ

七、 经费保障

(一) 经费内容ꎮ

包括组织大比武活动比赛相关经费和参加全国决赛相关经费ꎮ

(二) 经费来源ꎮ

省生态环境厅专项资金ꎮ

八、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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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大比武活动ꎬ 精心组织、 周密安

排ꎮ 通过大比武活动ꎬ 在生态环境监测系统掀起学习监测基础理

论和钻研监测技术的新高潮ꎬ 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人员的实际

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ꎮ

(二) 各单位将大比武活动与日常监测工作、 岗位培训和技术

考核结合起来ꎬ 要正确处理大比武活动人员选拨和日常工作的关系ꎬ

在不影响日常监测工作的前提下ꎬ 充分调动生态环境监测人员参赛

积极性ꎬ 努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氛围ꎮ

(三) 大比武活动全国决赛综合比武和专项比武有关问题、

意见和建议ꎬ 请分别发至咨询邮箱 ｊｃｇｌｓ＠ ｃｎｅｍｃ ｃｎ (综合比武)、

ｚｈｕａｎｘｉａｎｇｂｉｗｕ＠ ｒｍｔｃ ｏｒｇ ｃｎ (专项比武)ꎻ 承办单位和专家将定

期答复ꎮ

主办单位: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　 白　 鸽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８１３００２２

协办单位:

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相小明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８５８６３４６

省环境监测协会　 王新忠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８１２６７４６

附件: １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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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组委会成员名单

２ 第二届青海省暨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

大比武活动技术方案 (综合比武)

３ 第二届青海省暨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

大比武活动技术方案 (专项比武)

４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活动参赛资格声明

５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活动选手登记表

６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活动代表队人员登记汇总表

７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

资格审查意见

青 海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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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总 工 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青海省委员会

青 海 省 妇 女 联 合 会 青 海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２ 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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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活动组委会成员名单

一、 大比武活动组委会

(一) 人员组成ꎮ

主　 任: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汤宛峰

副主任: 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韩德辉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 史弘展

省总工会副主席 吴建军

共青团青海省委副书记 索朗德吉

省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 党惠巧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刘三江

省生态环境厅副巡视员 胡晓林

委　 员: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 方　 华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调研员 姚静婷

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 李廷生

共青团青海省委青年发展部副部长 张鹏新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张黎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检测处处长 邹丽慧

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 王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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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史海珠

(二) 主要职责ꎮ

负责大比武活动的领导工作ꎬ 负责审定大比武活动实施方

案ꎬ 研究决定大比武活动的重大事项ꎮ

二、 组委会办公室

(一) 人员组成ꎮ

主　 任: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 方　 华

副主任: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副处长 高海宾

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部长 李廷生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张黎娟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检测处 邹丽慧

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处长 王心明

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主任 祁万杰

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史海珠

成　 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副主任科员 杨全业

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主任科员 魏红岩

省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 王家行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检测处调研员 刘伟民

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主任科员 白　 鸽

省生态环境厅组织人事处主任科员 吴海萍

省生态环境厅辐射安全管理处主任科员 罗志成

省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干部 张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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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秘书长 刘忠宝

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副秘书长 相小明

(二) 主要职责ꎮ

具体负责大比武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ꎮ 负责组建

专家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ꎬ 指导大比武活动技术和保障工作ꎮ

三、 专家委员会

(一) 人员组成ꎮ

主 任 委 员: 外聘 ２ 人 (综合比武、 专项比武各 １ 人)

副主任委员: 外聘 ２ 人 (综合比武、 专项比武各 １ 人)

委　 　 　 员: 外聘专家 ６ 人 (综合比武、 专项比武各 ３ 人)

(二) 主要职责ꎮ

全面负责大比武活动比赛的技术审定和技术争议的仲裁工

作ꎮ 具体包括:

１ 负责审定 «理论考试大纲» 和辅导材料ꎻ

２ 负责审定 «现场操作竞赛方案»ꎻ

３ 负责审定 «理论考试评分细则» «现场操作竟赛评分细则»ꎻ

４ 负责核实大比武比赛结果ꎻ

５ 负责大比武比赛过程中技术争议的仲裁ꎻ

６ 完成组委会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四、 监督委员会

(一) 人员组成ꎮ

主 任 委 员: 省生态环境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史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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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 省生态环境厅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 郭玉朝

委　 　 　 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纪委副书记 刘　 娟

省总工会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 史建成

省妇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魏青叶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检测处副处长 严　 丹

(二) 主要职责ꎮ

负责对大比武活动比赛全过程的公正性进行监督ꎮ 具体

包括:

１ 对大比武活动比赛相关技术的公正性进行监督ꎻ

２ 对参加大比武活动比赛选手的参赛资格审核进行监督ꎻ

３ 对大比武活动比赛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操作竟赛公正性

进行监督ꎻ

４ 对大比武活动比赛的最终审核结果进行监督ꎻ

５ 完成组委会办公室交办的其他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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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第二届青海省暨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活动技术方案

(综合比武)

为做好第二届青海省暨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

武活动 (综合比武)ꎬ 制定本方案ꎮ

一、 理论知识考试方案

(一) 考试要求及重点内容ꎮ

１ 基本要求ꎮ

本次考试重点在于考核对生态环境监测形势与政策ꎬ 以及生

态环境监测技术、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综合评价等方面基本概

念、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和熟悉情况ꎮ

２ 考试范围ꎮ

考试内容涵盖地表水、 地下水、 海洋 (全国决赛)、 大气、

声、 固体废物、 土壤、 生态 (含生物) 等要素ꎬ 涉及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 污染源监测和环境应急监测等领域ꎬ 覆盖手工监测、

现场监测、 在线自动监测及遥感监测等监测手段ꎮ

３ 重点内容ꎮ

主要内容包含生态环境监测形势与政策、 生态环境保护基本

知识、 生态环境监测基础知识、 生态环境监测相关质量标准ꎬ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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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监测分析技术方法及技术规范、 生态环境监测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知识、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综合分析与评价技术方法等ꎮ

其中监测技术方法、 质量管理技术要求、 综合评价技术方法的具

体内容如下:

(１) 监测技术方法

掌握地表水、 气、 土和污染源监测的布点、 采样、 样品保存

及运输的基本内容ꎻ 实验室基本知识ꎻ 容量分析的原理及应用ꎻ

气相色谱 (质谱) 法、 分光光度法和原子吸收光谱法的基本原

理及其应用ꎮ 熟悉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及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方

法ꎻ 原子荧光光谱法、 离子选择电极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的基本原理和应用ꎻ 应急监测技术方法ꎻ 环境噪声点位布设及

监测技术方法ꎻ 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处理方法ꎮ 了解海水 (全国

决赛)、 地下水、 固废和生物样品采集要求ꎻ 温室气体监测技术

方法ꎻ 液相色谱法和离子色谱法的特点和应用ꎻ 生物监测方法和

生态遥感监测手段ꎮ

(２) 质量管理技术要求

掌握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和基本要求ꎻ 质量管理体系基本概念

和基础知识ꎮ 熟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通用要求和生态环境监

测机构补充要求ꎻ 生态环境监测全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

术措施和应用ꎮ 了解常用数理统计基础知识ꎮ

(３) 综合评价技术方法

掌握水质监测、 大气监测报告的类别和特点ꎻ 环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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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基本内容ꎮ 熟悉综合评价适用的相关环境标准ꎻ 应急监测

报告的特点和应用ꎻ 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方法ꎮ 了解报告管理的基

本程序和要求ꎻ 生态环境监测报告制度的内容和要求ꎮ

(二) 考试形式和题型ꎮ

考试采用闭卷方式ꎬ 考试时间为 １５０ 分钟ꎬ 满分 １２０ 分ꎮ 题

型包括: 填空题、 选择题、 判断题、 简答题、 计算题、 综合分析

和论述题等ꎮ

(三) 评分方法ꎮ

考试结束后ꎬ 由阅卷人员根据试题答案和评分细则ꎬ 在监督

委员会的监督下ꎬ 对每名参赛选手的答卷进行统一评判ꎮ 每支参

赛代表队 (４ 名参赛人员) 均要参加理论知识考试ꎬ 个人成绩均

记入各代表队团体成绩 (４ 名参赛人员)ꎮ

(四) 主要参考资料ꎮ

考试主要参考资料包括当前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形势政策类文

件、 现行标准规范、 分析方法类书籍等ꎬ 具体如下:

类别 序号 名　 　 　 称 备　 注

形式政策

１
生态环 境 监 测 网 络 建 设 方 案 ( 国 办 发

〔２０１５〕 ５６ 号)

２
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中办发

〔２０１６〕 ６３ 号)

３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

量的指导意见 (厅字 〔２０１７〕 ３５ 号)

４
国家和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生态环境监

测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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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　 　 　 称 备　 注

现行相关

标准和技

术规范

１

质量标准包括: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ꎻ 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 Ｔ
１４８４８—２０１７)ꎻ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 ＧＢ
３０９５—２０１２)ꎻ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ＧＢ ３６６００—２０１８)ꎻ 声

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６—２００８)

２
生态环境监测方法标准、 技术规范和质量保

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３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

构通用要求 (ＲＢ / Ｔ ２１４—２０１７)

４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

审补充要求 (国市监检测 〔２０１８〕 ２４５ 号)

参考书籍

１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四

版 (增补版) 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２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四

版 (增补版) 中国环境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３
环境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考核试题集 (上册、
下册)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第四版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５
(上册) ２０１８ (下册)

４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基础理论考核试题集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第四版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８

　 　 注: 标准还包括其修订单和补充说明ꎬ 监测分析方法以国标、 行标方法为首选方法ꎬ 但不作为唯一方法ꎮ

二、 现场操作竞赛方案

(一) 竞赛项目ꎮ

为体现生态环境监测五个统一ꎬ 并基于环境要素较全面ꎬ 监

测分析方法类别广泛、 竞赛项目为日常工作中重点或难点项目、

能切实放映人员的技术水平、 所需各种条件易于保障、 对现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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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环境影响小等原则ꎬ 现场操作竞赛拟设以下 ４ 个项目:

１ 容量法测定水中高锰酸盐指数

方法依据: 水质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 (酸性法) ( ＧＢ /

Ｔ１１８９２—１９８９)ꎮ

备注: 高锰酸钾溶液允许提前配置ꎮ

２ 光度法测定水中六价铬

方法依据: 水中六价铬的测定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７４６７—８７)ꎮ

３ 便携气相色谱—质谱法测定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 (定性、

定量分析)

方法依据: 气相色谱—质谱法ꎬ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

法» (第四版增补版)ꎮ

备注: 定量分析考核苯系物与卤代烃类组分ꎬ 允许提前内置

校准曲线ꎮ

４ 电位法测定土壤中 ｐＨ 值

方法依据: 土壤 ｐＨ 值的测定电位法 (ＨＪ９６２—２０１８)ꎮ

(二) 竞赛时间ꎮ

每个比武项目的时间为 １５０ 分钟ꎮ

(三) 竞赛方式ꎮ

现场操作竞赛采用场内分组集中的方式进行ꎮ 每支代表队正

式参赛人员 ４ 名ꎬ ４ 名正式参赛人员均需独立完成上述 ４ 个现场

操作竞赛项目的比赛ꎮ 现场操作竞赛共分 ４ 轮ꎬ 每轮每名正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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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人员进行 １ 个项目的比武ꎬ 然后轮换进行其余项目ꎬ 直至完成

所有比武项目ꎮ

(四) 评分方法ꎮ

现场操作竞赛评分依据主要以样品分析的准确性为主ꎬ 辅以

考查参赛人员的操作规范性及原始记录、 结果报告的规范性ꎮ 具

体评分细则另行制定ꎮ 比武期间ꎬ 现场设有监督员ꎮ 比武队员一

经发现有违纪行为ꎬ 由监督员带离比武现场ꎬ 该违纪人员的本项

比武成绩按零分计算ꎮ ４ 名参赛人员个人成绩均会记入代表队团

体成绩ꎮ

(五) 现场操作竞赛物资准备ꎮ

１ 组委会提供物资ꎮ

实验场地、 外接电源供给、 考核样 (不含内标)ꎮ

２ 禁用物资ꎮ

各种文字材料、 设备服务模块、 移液枪等自动、 半自动移

液、 配液及滴定等实验装置ꎮ

３ 自带物资ꎮ

除组委会提供的物资外ꎬ 实验所需仪器设备、 器皿量器、 纯

水、 试剂材料、 记录、 标签、 计算器、 洗涤用水、 废液桶等其他

物资均由各代表队自行准备ꎮ

三、 大比武赛程

大比武活动比赛为 ２ 天半ꎮ

报到当天　 下午: 理论知识考试 (集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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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天　 上午: 开幕式ꎬ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下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第 三 天　 上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下午: 现场操作竞赛 (分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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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第二届青海省暨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活动技术方案

(专项比武)

为做好第二届青海省暨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

武活动 (专项比武)ꎬ 制定本方案ꎮ

一、 理论知识考试方案

(一) 考试要求及重点内容ꎮ

１ 基本要求ꎮ

本次考试重点在于考核对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 综合评价、 辐射防护等方面基本概念、 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的掌握和熟悉情况ꎮ

２ 考试范围ꎮ

考试内容涵盖辐射环境监测和辐射防护ꎬ 涉及辐射环境质量

监测、 核与辐射设施监督性监测和辐射环境应急监测以及辐射环

境监测相关安全与防护等领域ꎬ 其中监测手段覆盖手工监测、 现

场监测及在线自动监测等ꎮ

３ 重点内容ꎮ

主要内容包含辐射环境监测与辐射防护相关基础知识ꎬ 辐射

环境监测相关安全和防护标准ꎬ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方法及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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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ꎬ 辐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知识ꎬ 辐射环境监测数据

综合分析与评价技术方法等ꎮ 其中基础知识、 监测技术方法、 质

量管理技术要求、 综合分析评价技术方法的具体内容如下:

(１) 基础知识

掌握电离辐射与辐射防护基础知识ꎻ 实验室基本知识ꎮ 了解

电磁辐射基础知识ꎮ

(２) 监测技术方法

掌握 γ 能谱仪、 低本底 ａ / 测量仪、 液体闪烁谱仪、 ａ 谱仪和

热释光剂量测量系统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ꎻ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率、 表面污染、 空气中氡等现场监测技术方法ꎻ 辐射环境监测的

布点ꎬ 样品采集、 保存、 运输和制备等ꎻ 辐射环境质量监测、 核

与辐射设施监督性监测和辐射环境应急监测方案的制定ꎮ 熟悉辐

射环境应急监测技术方法ꎻ 辐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技术方法ꎻ 电

离辐射环境监测中放射性物质的化学分离方法ꎻ 辐射环境监测数

据处理方法ꎮ 了解放射性流出物监测技术方法ꎻ 航空放射性监测

技术方法ꎻ 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方法ꎮ

(３) 质量管理技术要求

掌握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和基本要求ꎻ 质量管理体系基本概念

和基础知识ꎮ 熟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通用要求和生态环境监

测机构补充要求ꎻ 辐射环境监测全过程中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技

术措施和应用ꎮ 了解常用数理统计基础知识ꎮ

(４) 综合分析评价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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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辐射环境监测报告的基本内容ꎮ 熟悉综合评价适用的相

关标准ꎻ 核与辐射事件辐射后果评价方法ꎮ 了解报告管理的基本

程序和要求ꎮ

(二) 考试形式和题型ꎮ

考试采用闭卷方式ꎬ 考试时间为 １５０ 分钟ꎬ 满分 １２０ 分ꎮ 题

型包括: 填空题、 选择题、 判断题、 简答题、 计算题、 综合分析

和论述题等ꎮ

(三) 评分方法ꎮ

考试结束后ꎬ 由阅卷人员根据试题答案和评分细则ꎬ 在监督

委员会的监督下ꎬ 对每名参赛选手的答卷进行统一评判ꎮ 每支参

赛代表队 (３ 名正式参赛人员) 均要参加理论知识考试ꎬ 个人成

绩均记入各代表队团体成绩 (３ 名正式参赛人员)ꎮ

(四) 主要参考资料ꎮ

考试主要参考资料包括现行标准规范、 辐射环境监测和辐射

防护类书籍等ꎬ 具体如下:

类别 序号 名　 　 　 称 备　 注

现行相关

标准和技

术规范

１

安全与防护标准包括: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 (ＧＢ 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ꎻ 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

规定 ( ＧＢ ２３７２７—２００９ )ꎻ 电磁环境控制限制 ( ＧＢ
８７０２—２０１４)

２
现行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标准、 技术规范和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技术规范

３ 核或辐射应急监测通用程序

４
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指导意

见 (厅字 〔２０１７〕 ３５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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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名　 　 　 称 备　 注

现行相关

标准和技

术规范

５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ＲＢ / Ｔ ２１４—２０１７)

６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

(国市监检测 〔２０１８〕 ２４５ 号)

参考数据

１ 电离辐射环境监测与评价
原子能

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２ 辐射安全手册
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３ 核与辐射安全
中国环境

出版社  ２０１３

　 　 注: 标准还包括其修订单和补充说明ꎬ 监测分析方法以国标、 行标方法为首选方法ꎬ 但不作为唯一方法ꎮ

　 　 二、 现场操作竞赛方案

(一) 竞赛项目ꎮ

基于平战结合涵盖常规和应急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包括核物

理测量和放射性化学分析ꎬ 竞赛项目为日常工作中重点或难点项

目、 能切实放映人员的技术水平、 所需各种条件易于保障、 对现

场人员和环境影响小等原则ꎬ 现场操作竞赛拟设以下 ４ 个项目:

１ γ 放射性核素识别ꎮ

方法依据: 高纯锗 γ 能谱分析通用方法 (ＧＢ / Ｔ１１７１３—２０１５)ꎻ

水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ＧＢ / Ｔ１６１４０—２０１８)ꎻ 土壤中放

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ＧＢ / Ｔ１１７４３—２０１３)ꎻ 生物样品中放射

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ＧＢ / Ｔ１６１４５—１９９５)ꎻ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

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ＷＳ / Ｔ１８４—２０１７)ꎻ 应急情况下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快速分析方法 (ＷＳ / Ｔ６１４—２０１８)ꎮ

—５２—



备注: 允许提前内置能量刻度曲线和 γ 能谱仪数据处理系统

自带的核素库ꎮ

２ γ 放射性核素活度定量测量ꎮ

方法 依 据: 高 纯 锗 γ 能 谱 分 析 通 用 方 法 ( ＧＢ / Ｔ１１７１３—

２０１５)ꎻ 水 中 放 射 性 核 素 的 γ 能 谱 分 析 方 法 ( ＧＢ / Ｔ１６１４０—

２０１８)ꎻ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 ＧＢ / Ｔ１１７４３—

２０１３)ꎻ 生 物 样 品 中 放 射 性 核 素 的 γ 能 谱 分 析 方 法 ( ＧＢ /

Ｔ１６１４５—１９９５)ꎻ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ＷＳ /

Ｔ１８４—２０１７)ꎻ 应急情况下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快速分析方法

(ＷＳ / Ｔ６１４—２０１８)ꎮ

备注: 允许提前内置能量刻度曲线、 效率刻度曲线和 γ 能谱

仪数据处理系统自带的核素库ꎮ

３ 放射性表面污染定量测量ꎮ

方法依据: 表面污染测定第 １ 部分: β 发射体 ( Ｅβｍａｘ >

０ １５ＭｅＶ) 和 ａ 发射体 (ＧＢ / Ｔ １４０５６ １—２００８)ꎮ

４ 水中铀定量测量ꎮ

方法依据: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 (ＨＪ ８４０—２０１７)ꎮ

备注: 铀溶液标准物质和酸溶液允许提前配制ꎮ

(二) 竞赛时间ꎮ

４ 个竞赛项目分为两组ꎬ 第一组: 放射性表面污染定量测量

和水中铀定量测量ꎻ 第二组: γ 放射性核素识别和 γ 放射性核素

活度定量测量ꎮ 第一组项目竞赛时间为 １５０ 分钟ꎬ 第二组项目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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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时间为 １８０ 分钟ꎮ

(三) 竞赛方式ꎮ

现场操作考核采用场内分批的方式进行ꎮ 每支代表队正式参

赛人员 ３ 名ꎬ ３ 名正式参赛人员均需独立完成上述 ４ 个现场操作

竞赛项目的比赛ꎬ ３ 名人员分三批轮流进行现场操作ꎬ 每批每名

比武人员同时进行一组比武项目ꎮ

(四) 评分方法ꎮ

现场操作竞赛评分依据主要以样品分析的准确性为主ꎬ 辅以

考查比武人员的操作规范性及原始记录、 分析报告的规范性ꎮ 具

体评分细则另行制定ꎮ

竞赛期间ꎬ 现场设有监督员ꎮ 比武队员一经发现有违纪行

为ꎬ 由监督员带离比武现场ꎬ 该违纪人员的本项比武成绩按零分

计算ꎮ ３ 名比武人员个人成绩均会计入代表队团体成绩ꎮ

(五) 现场操作竞赛物资准备ꎮ

１ 组委会提供物资ꎮ

实验场地、 外接电源供给、 考核样ꎮ

２ 禁用物资ꎮ

各种文字材料、 铅室、 标准物质及其他放射性物质 (铀溶

液标准物质除外)、 移液枪等自动移液、 配液实验装置ꎮ

３ 自带物资ꎮ

除组委会提供的物质外ꎬ 实验所需仪器设备、 纯水、 试剂材

料、 器皿量器、 记录、 标签、 液氮、 废物桶、 洗涤用水、 计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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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物资均由各代表队自行准备ꎮ

三、 大比武赛程

大比武活动比赛为 ２ 天半ꎮ

报到当天下午: 理论知识考试 (集中进行)ꎻ

第一天　 上午: 开幕式ꎬ 现场操作竞赛 (第一组竞赛项目ꎬ

分批进行)ꎻ

下午: 现场操作竞赛 (第一组竞赛项目ꎬ 分批进行)

第二天　 上午: 现场操作竞赛 (第二组竞赛项目ꎬ 分批进行)

下午: 现场操作竞赛 (第二组竞赛项目ꎬ 分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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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活动参赛资格声明

致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

经对照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

(以下简称 “大比武活动” ) 规则ꎬ 现声明如下:

一、 我单位已通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ＣＭＡ)ꎬ 证书编

号: ( )ꎮ 近三年经营管理活

动中无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ꎮ 从事生态环境监测业务一年以

上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ꎮ

二、 我单位共组建个代表队ꎬ

等同志ꎬ 在本机构工作满一年以上ꎬ 且近三年无违规、 违纪和违

法不良记录ꎮ (注: 横线处填写姓名ꎬ 人员数量较多时可附页填

写ꎬ 加盖单位印章)

特此声明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参赛队报名时ꎬ 除本资格声明外ꎬ 还应携带本单位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资质认定

(ＣＭＡ) 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１ 式 ３ 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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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活动选手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从事专业 工作时间

专业技术职称 身份证号码

近期免冠

照片 (２ 寸)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手　 机

报名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 选手报名时须提交登记表、 身份证复印件和二寸彩色照片一式两份ꎬ 照片反面注明单位、 姓名ꎬ 登记表

纸张正反打印ꎬ 比武类别处填报综合比武或专项比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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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

大比武活动代表队人员登记汇总表

　 参赛单位名称: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身份 比武类别 联系电话 (手机)

说明: “身份” 根据各人情况ꎬ 填 “领队、 正式队员”ꎻ 比武类别填 “综合比武” 或 “专项比武” (领队此处填 / )ꎻ 各

代表队由 １ 名领队、 ４ 名综合比武选手ꎬ ３ 名专项比武选手组成ꎮ
报名地点: 西宁市南山东路 １１６ 号　 省生态环境厅 ５ 楼 ５０７ 室

联 系 人: 白　 鸽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８１３０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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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７

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

人员大比武资格审查意见

(参赛单位):

经第二届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活动

(以下简称 “大比武活动” ) 组委会办公室审查ꎬ 你单位组建

的

等代表队ꎬ 符合大比武活动第五条第 (一) 项规定的参赛资格ꎬ

同意以上代表队参加大比武活动的比赛ꎮ

组委会监督委员会盖章 (代) 组委会办公室盖章 (代)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 横线处填写大比武活动的代表队单位名称ꎬ 如∗∗∗单位第∗代表队

信息公开属性: 宜公开

　 抄送: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监测司ꎬ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ꎬ
省辐射环境工作站ꎬ 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ꎬ 省环境监测协会ꎬ
省内各社会环境检测机构ꎬ 各有关单位ꎮ

　 青海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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