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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运营师
（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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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
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委托职业标准制定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
《电子竞技运营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严格按照《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
》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
核心”为指导思想，对电子竞技运营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
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
一级/高级技师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北京睿行博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文娱（深圳）网络有限公司、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天天电子竞技（北京）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安徽省
汽车工业学校。主要起草人有：刘春刚、孙红菊、汪家莹、孙爱娟、黄心渊、贾桂花、沈婉
莹、王贵鹏、岳小波、姜旭、吴春禹、李傲寒。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电子竞技分会、现代职业教育研究院、
四川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北京首置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百度时代网络技术(北京)有限
公司、北京火柴互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振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兔玩在线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百家奋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竟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实况足球
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水晶石计算机技术培训有限公司、北京正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天佑滕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直尚电竞科技有限公司、北方电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君通电子竞技有限公司、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数字内容产业促进中心、广州超竞教育投资有限公司。主要审定人员有：冯惠斌、崔
华楠、刘叶航、马进、王康、王波、张嘉斌、张淼、樊伟、王中成、杨少卿、马建才、张健
铖、张逸楠、张怡然、张海波、袁军、王志宇、沈敏、丁燕、 邱基堂。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标准处处
长葛恒双、副处长张灵芝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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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运营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0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电子竞技运营师
1.2 职业编码
4-13-05-03
1.3 职业定义
在电竞产业从事活动组织及内容运营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
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良好的观察、理解、应变、人际沟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及
自主学习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
1.8 培训参考学时
四级/中级工 18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8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 144 标准学时，一
级/高级技师 144 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

（1）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3
1

相关职业：电子竞技员、全媒体运营师、互联网营销师、会展策划专业人员、电视导播、剪辑师、美工
师、体育场馆管理员、市场营销专业人员、视觉传达设计人员、会展设计师，下同。
3

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5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
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四级电子竞技运营师职业资
格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4 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
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
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 4 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上机考试或闭卷笔试等方式，操
作技能考核采用上机操作或案例考试等方式。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均实行百分制，

2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职：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数字媒体技术应用、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移动应用技
术与服务、市场营销、网络营销、会展服务与管理、广播影视节目制作；高职：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数
字媒体应用技术、市场营销、网络营销、会展策划与管理、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制作、广播
影视节目制作、媒体营销、传播与策划；本科：市场营销、视觉传达设计、会展经济与管理、广播电视编
导、数字媒体艺术、文化产业管理，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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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皆达 60 分及以上者为合格，二级/一级还须进行综合评审。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
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0,且不少于 3 名考评人员；综合评审委员不少
于 5 人。
1.9.4 鉴定时间
各等级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中级技能不少于 120min，
高级技能不少于 150min，技师及高级技师不少于 180min；综合评审不少于 30min。
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操作技能考核应在符合本职业要求的具有模拟操作功能
场所进行，综合评审在配备必要的多媒体设备的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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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自觉履行各项职责。
（3）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
（4）刻苦学习，钻研业务，努力提高思想和科学文化素质。
（5）团结协作，主动配合，相互尊重。
（6）严格执行各项标准规程，保证工作质量。
（7）重视安全、环保，文明生产。
（8）努力创新，弘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2.2 职业愿景
2.2.1 行业发展趋势
2.2.2 职业成长前景
（1）职业发展前景。
（2）职业发展通道。
2.3 基础知识
2.3.1 电子竞技知识
（1）电子竞技和电子竞技产业的概念。
（2）电子竞技产业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发展。
（3）电子竞技产业结构及其商业模式。
（4）国际及国内主要电子竞技活动。
（5）电子竞技活动与电子竞技赛事的概念。
2.3.2 电子竞技活动策划知识
(1)电子竞技活动市场调研的方法。
(2)电子竞技活动策划的内容与方法。
（3)电子竞技活动策划的基本程序。
（4）电子竞技赛事策划的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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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电子竞技活动营销知识
（1）电子竞技活动营销的定义。
（2）电子竞技活动营销的方法与策略。
2.3.4 电子竞技活动宣传推广知识
（1）电子竞技活动市场宣传推广的定义。
（2）传统媒体与电竞行业垂直媒体主要分类及渠道。
（3）电子竞技活动宣传推广策略与方法。
2.3.5 电子竞技活动执行与管理知识
（1）电子竞技活动项目管理。
（2）电子竞技活动现场服务与管理。
（3）电子竞技活动现场执行。
（4）电子竞技活动现场安全管理。
（5）电子竞技活动总结。
2.3.6 相关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05 号）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
（3）《电子竞技运动项目的管理规定》
。
（4）《电子竞技赛事管理暂行规定》。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
（6）《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
（7）《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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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依次递进，
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四级/中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1.1 能够识读调研计划

1.1 活动方案

1.1.2 能够设计调查问卷

调研

1.1.3 能够主动搜集调研资料
1.1.4 能够收集并分类整理调研资料
1.2.1 能按照活动内容要求准备材料
1.2.2 能记录活动要点内容

1.活动策
划

1.2 实施方案

1.2.3 能按照要求编写会议纪要并备案

策划

存档
1.2.4 能完成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内的赛事活动相关报批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调研计划的内容
1.1.2 调研问卷的设计方法
1.1.3 市场调研资料的收集渠道
1.1.4 电竞用户的习惯及主要聚集
平台
1.2.1 主要电竞活动形式与特色
1.2.2 会务工作的礼仪规范
1.2.3 会议纪要整理方法
1.2.4 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内的赛事活动的报批流程

1.3.1 能应用电脑熟练进行文字录入
1.3 相关文案
写作

1.3.2 能使用各种办公软件，编写电竞
活动文案框架
1.3.3 能根据电竞活动文案，制作 PPT

1.3.1 常见文案写作方法
1.3.2 常用办公软件的使用方法

汇报文件
2.1.1 能根据赛事活动定位收集相关客
户群信息

2.1 营销准备

2.1.2 能记录并汇总目标客户群信息

2.1.1 目标客户群信息收集方法

2.1.3 能分类整理目标客户群信息

2.1.2 客户群分类方法

2.1.4 能够应用电子文档录入客户群信
2.活动营

2.1.3 客户群信息录入方法方法

息

销

2.1.5 能够根据厂商要求使用授权素材
2.2.1 能邮寄、登记大批量营销资料
2.2 营销实施

2.2.2 能运用现代社交宣传媒体开展营

2.2.1 现代社交宣传媒体平台工具
的使用和维护

销活动
3.1.1 能对宣传推广执行计划进行准确
3.1 执行计划

理解

3.1.1 归纳总结方法

分析

3.1.2 能根据宣传推广执行计划对工作

3.1.2 宣传推广执行的方法与技巧

3.宣传推

内容进行分解和实施

广

3.2.1 能创建现代主流社交媒体官方平

3.2.1 现代主流社交媒体官方平台

3.2 官方平台

台账号

创建流程

宣传

3.2.2 能使用现代主流主社交媒体客户

3.2.2 官方平台宣传素材收集、整理

端发布宣传文案

和发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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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能收集并归纳赛事及活动官方平

3.2.3 官方平台日常维护方法
3.2.4 信息检索和搜集方法

台宣传配图相关素材
3.2.4 能完成官方平台的基础日常维护
3.3.1 能收集并归纳赛事活动线下线上
媒体渠道相关宣传文案、材料及音视频

3.3.1 媒体渠道类型与特点

3.3 媒体渠道

素材

3.3.2 媒体渠道宣传素材收集、整理

宣传

3.3.2 能在媒体渠道发布宣传材料及音

和发布方法

视频内容

3.3.3 媒体渠道日常维护方法

3.3.3 能进行媒体渠道的基础日常维护
3.4 线下活动
推广

4.1 现场观众
管理

4.2 现场来宾
管理
4.活动执
行

3.4.1 能准备线下推广活动现场使用的

3.4.1 推广活动现场宣传物料准备

宣传推广物料

原则

3.4.2 能完成线下推广活动现场执行

3.4.2 推广活动组织执行方法

4.1.1 能维持现场观众进出场秩序

4.1.1 现场观众管理原则和方法

4.1.2 能维持现场观众观看秩序

4.1.2 赛事活动礼仪与基本技巧

4.1.3 能接受现场咨询及观众投诉

4.1.3 观众投诉接受原则和方法

4.2.1 能进行现场选手及嘉宾信息登记

4.2.1 现场选手及嘉宾登记方法

4.2.2 能进行现场选手及嘉宾接待

4.2.2 现场选手及嘉宾接待技巧

4.2.3 能根据活动安排引导选手及嘉宾

4.2.3 现场选手及嘉宾引导技巧

就位

4.2.4 选手及嘉宾投诉接受原则和

4.2.4 能接受选手及嘉宾的投诉

方法

4.3 现场设备

4.3.1 能进行现场设施准备与检查

管理

4.3.2 能进行电竞设备准备与检查

4.3.1 电竞活动现场设施检查方法
4.3.2 电竞活动现场电竞设备检查
方法

4.4.1 能协调处理活动过程中后勤保障
相关事宜

4.4.1 电竞活动现场后勤保障内容

4.4 现场后勤

4.4.2 能根据安全应急预案处理现场安

4.4.2 电竞活动现场安全事故处理

管理

全事故

方法

4.4.3 能根据消防疏散预案疏散现场人

4.4.3 电竞活动现场消防疏散方法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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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级/高级工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能够拟定具体的调研计划

1.1.1 调研计划制定方法

1.1 活动方案

1.1.2 能够设计调研实施方案

1.1.2 调研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调研

1.1.3 能够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鉴定

1.1.3 调研资料鉴定筛选、汇总分

筛选、汇总与分析

析方法

1.2.1 电竞赛事活动实施方案主要
1.2.1 能提出电竞赛事活动的实施流程

1.活动策
划

1.2 实施方案
策划

1.2.2 能提出新闻发布会实施流程
1.2.3 能提出相关论坛实施流程
1.2.4 能完成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上 5000 人以下的赛事活动相关报批

内容
1.2.2 新闻发布会实施方案主要内
容
1.2.3 论坛实施方案主要内容
1.2.4 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上
5000 人以下的赛事活动报批的流程
与资料

1.3.1 能编写电竞活动计划书

1.3.1 电竞活动计划书主要内容

1.3 相关文案

1.3.2 能编写电竞赛事竞赛规程

1.3.2 电竞赛事竞赛规程主要内容

写作

1.3.3 能编写赛事相关活动方案

1.3.3 赛事相关活动方案主要内容

1.3.4 能进行新闻稿写作

1.3.4 实用新闻写作方法

2.1.1 能整理赛事活动相关信息并梳理
赞助权益
2.1.2 能根据营销计划对工作内容进行
2.1 营销准备

分解，并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
2.1.3 能汇总并整理营销实施所需的各
种资料，如宣讲方案、合作商目录等

2.活动营

2.1.4 能根据营销计划撰写邀请函

销

2.2.1 能运用电话沟通技巧向客户销售

2.2 营销实施

2.1.1 电竞赛事常见赞助权益
2.1.2 工作计划制定方法与流程
2.1.3 营销实施资料汇总方法
2.1.4 邀请函撰写方法

电竞活动产品

2.2.1 电话销售沟通方法与技巧

2.2.2 能提出拜访客户，进行业务洽淡

2.2.2 客户拜访方法与技巧

的方案

2.2.3 活动宣讲方法与技巧

2.2.3 能面向潜在合作商进行赛事活动

2.2.4 营销活动组织方法与技巧

宣讲
2.2.4 能组织潜在合作商参与营销活动
3.1 执行计划
制定
3.宣传推

3.1.1 能对宣传推广方案进行准确理
解
3.1.2 能根据宣传推广方案对工作内

3.1.1 宣传推广执行计划制定方法

容进行分解，并制定宣传推广执行计划

广
3.2 官方平台
宣传

3.2.1 能熟练完成现代主流社交媒体官

3.2.1 官网、微信公众号、官微创建

方平台的创建

技巧

3.2.2 能编写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3.2.2 赛事活动官方平台宣传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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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赛事活动官方平台宣传文案

写作方法

3.2.3 能制作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3.2.3 官方宣传图片的制作方法

内赛事活动官方平台宣传配图
3.2.4 能进行官方平台的综合维护与

3.2.4 官方平台综合维护方法与原
则
3.2.5 官方平台宣传异常处理方法

异常处理
3.3.1 能编写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内的赛事活动线上线下媒体渠道宣传
文案
3.3.2 能制作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3.3 媒体渠道

内的赛事活动线上线下媒体渠道宣传

宣传

材料

3.3.1 赛事活动媒体渠道宣传文案
写作方法
3.3.2 媒体宣传图片的制作方法
3.3.3 视频剪辑软件使用方法
3.3.4 音视频发布的流程

3.3.3 能制作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

3.3.5 媒体渠道综合维护方法与原

以内的赛事活动媒体渠道宣传音视频

则

并发布

3.3.6 媒体渠道宣传异常处理方法

3.3.4 能进行媒体渠道的综合维护与
异常处理
3.4.1 能组织执行预计参加人数在 300
3.4 线下活动
推广

人以内的线下推广活动
3.4.2 能对预计参加人数在 300 人以内
的线下推广活动现场异常情况进行处

3.4.1 推广活动组织执行要点
3.4.2 推广活动异常情况处理方法

理
4.1.1 能对现场观众进行例行巡检
4.1 现场观众
管理

4.1.2 能制定现场观众管理细则
4.1.3 能制定现场观众投诉处理办法
4.1.4 能处理现场观众投诉
4.1.5 能处理现场观众出现的异常情况

4.1.1 电竞赛事活动服务管理技巧
4.1.2 现场观众管理原则
4.1.3 投诉处理的原则和技巧
4.1.4 异常情况处理的原则和方法

4.2.1 能对现场选手和嘉宾进行例行巡
检
4.2.2 能制定现场嘉宾管理细则
4.活动执

4.2 现场来宾

行

管理

4.2.3 能制定现场选手管理手册
4.2.4 能制定现场选手和嘉宾投诉处理
办法
4.2.5 能处理选手及嘉宾的投诉
4.2.6 能处理选手及嘉宾出现的异常情

4.2.1 现场选手及嘉宾管理技巧
4.2.2 现场选手及嘉宾管理原则
4.2.3 现场选手和嘉宾投诉处理原
则和技巧
4.2.3 现场选手及嘉宾异常情况处
理的原则和方法

况

4.3 现场设备
管理

4.3.1 能对现场设施设备进行例行巡检

4.2.1 电竞活动现场设施检查和处

4.3.2 能制定现场设施及电竞设备管理

理技巧

细则

4.2.2 电竞活动现场电竞设备检查

4.3.3 能对现场设施设备进行异常情况

和处理技巧

处理

4.2.3 设施设备异常情况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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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能进行赛事活动现场安全巡检

4.4.1 电竞赛事活动现场管理技巧

4.4 现场后勤

4.4.2 能制定活动现场安全应急管理细

4.4.2 电竞赛事活动现场安全隐患

管理

则和消防管理细则

4.4.3 电竞赛事活动现场消防疏散

4.4.3 能对现场进行异常情况处理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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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二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1.1.1 能够根据调研目的选择调研范围

1.1 活动方案
调研

与对象
1.1.2 能够根据调研目的确定调研内容
1.1.3 能够根据调研目的选择调研方法
1.1.4 能够完成调研方案的撰写

1.2 活动整体
策划

1.3 实施方案
策划

1.1.2 调研内容确定方法
1.1.3 常见调研方法
1.1.4 调研方案概念与作用
1.2.1 战略规划方法与战略模型

1.2.2 能完成电竞活动组织规划

1.2.2 组织规划方法与技巧

1.2.3 能完成电竞活动总体方案的撰写

1.2.3 活动总体方案撰写方法

1.3.2 能提出电竞赛事开幕式、闭幕式

划

1.1.1 调研范围与对象选择技巧

1.2.1 能完成电竞活动战略规划

1.3.1 能策划电竞活动整体流程方案

1.活动策

相关知识要求

实施流程
1.3.3 能制订财务预算方案
1.3.4 能提出风险预测和控制要点
1.3.5 能完成预计参加人数在 5000 人以
上的赛事活动相关报批
1.4.1 能撰写电竞活动立项调研报告

1.4 相关文案

1.4.2 能撰写电竞活动整体流程方案和

写作

各类具体实施方案
1.4.3 能编写电竞活动异常预案

1.3.1 活动整体流程方案策划方法
1.3.2 电竞活动开闭幕式的主要内
容
1.3.3 财务预算方案制订方法
1.3.4 风险预测方法及预案编制要
点
1.3.5 预计参加人数在 5000 人以上
的赛事活动报批的流程与资料
1.4.1 活动立项调研报告写作要点
1.4.2 电竞活动流程方案主要内容
1.4.3 活动异常预案写作要点

2.1.1 能对营销实施计划进行审核，并
2.1 营销实施

提出优化建议

2.1.1 营销实施计划制定技巧

计划制订

2.1.2 能根据实际情况对过程中出现的

2.1.2 营销实施计划实施技巧

问题进行处理，并及时调整实施计划
2.2.1 能根据营销实施计划准备招商材
料

2.2 营销准备

2.2.2 能根据营销实施计划编写赞助建

2.2.1 招商材料准备方法

议书

2.2.2 赞助建议书主要内容

2.2.3 能根据营销实施计划明确与各方

2.2.3 合同主要内容

2.活动营

合作商的合作内容

2.2.4 合同拟定方法与注意事项

销

2.2.4 能根据营销实施计划拟定合作合
同
2.3.1 能进行赞助商提案谈判

2.3 营销实施

2.3.2 能寻找招商代理商，并与之谈判

2.3.1 商务谈判策略应用方法

2.3.3 能与游戏厂商、直播平台等谈判

2.3.2 合同法主要内容

并拟定合作合同

2.3.3 转播权开发流程与方法

2.3.4 能与票务机构谈判并拟定合作合

2.3.4 门票开发流程与方法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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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能制定宣传推广方案
3.1 执行计划
制定

3.1.2 能对宣传推广执行计划进行审
核，并提出优化建议

3.1.1 宣传推广方案制定方法
3.1.2 宣传推广执行计划制定技巧

3.1.3 能根据实际情况对过程中出现

3.1.3 宣传推广执行计划实施技巧

的问题进行处理，并及时调整执行计划
3.2.1 能完成现代主流社交媒体官方
3.2.1 社交媒体官方平台特点及优

平台的优化
3.2.2 能制定赛事活动官方平台宣传
3.2 官方平台
宣传

化技巧
3.2.2 赛事活动官方平台宣传方案

方案
3.2.3 能把控官方平台宣传材料的主
题

制定方法
3.2.3 宣传主题的把控原则与方法

3.2.4 能制定官方平台宣传异常应急

3.2.4 官方平台宣传异常处理技巧

处理办法
3.宣传推

3.3.1 能制定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广

上的赛事活动媒体渠道宣传方案
3.3 媒体渠道
宣传

3.3.2 能设计预计参加人数在 1000 人以
上的赛事活动媒体宣传材料及视频的
主题

3.3.1 赛事活动媒体渠道宣传方案
制定方法
3.3.2 宣传主题的包括原则与技巧
3.3.3 媒体渠道宣传异常处理技巧

3.2.3 能制定媒体渠道宣传异常应急
处理办法
3.4.1 能组织执行预计参加人数在 300
人以上的线下推广活动
3.4 线下活动
推广

3.4.2 能对预计参加人数在 300 人以上

3.4.1 推广活动组织执行要点和技

的线下推广活动现场异常情况进行处

巧

理

3.4.2 推广活动异常情况处理技巧

3.4.3 能制定活动现场异常应急处理办
法

4.1 现场观众
管理

4.1.1 能制定现场观众异常应急处理预

4.1.1 现场观众异常应急预案制定

案

方法和原则

4.1.2 能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观众应

4.1.2 应急情况处理流程和组织处

急情况处理

理技巧

4.1.3 能制定现场观众管理制度

4.1.3 现场观众管理制度制定方法

4.2.1 能制定选手及嘉宾异常应急处理
预案

4.活动执
行

4.2 现场来宾
管理

4.2.2 能组织工作人员进行选手及嘉宾
应急情况处理
4.2.3 能根据选手管理手册对选手进行
现场培训
4.2.4 能制定现场来宾管理制度

4.3 现场设备
管理

4.2.1 选手及嘉宾异常应急预案制
定方法和原则
4.2.2 应急情况处理流程和组织处
理技巧
4.2.3 培训方法及培训技巧
4.2.4 现场来宾管理制度制定方法

4.3.1 能制定设施设备异常应急处理预

4.3.1 设施设备异常应急预案制定

案

方法和原则

4.3.2 能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设施设备应

4.3.2 应急情况处理流程和组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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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理

理技巧

4.3.3 能制定现场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4.3.3 现场设备管理制度制定方法
4.4.1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制定方法

4.4.1 能制定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和原则

4.4.2 能制定现场断电、伤病事故等应

4.4.2 断电、伤病事故应急预案制定

急处理预案

方法和原则

4.4 现场后勤

4.4.3 能制定现场消防灭火、疏散应急

4.4.3 消防灭火、疏散应急预案制定

管理

预案

方法和原则

4.4.4 能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异常应急处

4.4.4 应急情况处理流程和组织处

理

理技巧

4.4.5 能制定现场后勤保障管理制度

4.4.5 现场后勤保障管理制度制定
方法

4.5 赛事活动

4.5.1 能进行赛事活动资料归档

总结

4.5.2 能进行赛事活动视频归档
4.5.3 能进行赛事活动赞助商权益统计

5.1 培训
5.培训与
指导
5.2 指导

4.5.1 赛事活动资料归档方法
4.5.2 赛事活动视频归档方法
4.5.3 赛事活动赞助商权益统计方
法

5.1.1 能培训三级/高级工

5.1.1 授课及培训方法

4.1.2 能制定专项培训方案

5.1.2 教案编写方法

5.2.1 能总结工作经验和技能

5.2.1 工作经验和技能总结方法

5.2.2 能传授工作经验和技能

5.2.2 工作经验和技能传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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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1.1. 活 动 方
案调研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1.1 能够完成调研背景分析

1.1.1 调研背景分析方法

1.1.2 能够确定调研目的

1.1.2 调研目的确定方法

1.1.3 能够制定调研的组织计划

1.1.3 调研组织计划制定方法

1.1.4 能够完成调研经费预算

1.1.4 调研经费预算方法

1.1.5 能够审核调研报告并撰写结论

1.1.5 调研结论撰写方法
1.2.1 电竞活动品牌发展战略制定

1.2 活动整体
1.活动策

策划

1.2.1 能制订电竞活动品牌发展策略

方法

1.2.2 能提出电竞活动运营策略与方案

1.2.2 电竞活动运营策略与方案编

1.2.3 能策划电竞活动总体方案

写方法
1.2.3 电竞活动总体方案策划方法

划
1.3.1 能提出电竞活动主题创意
1.3 实施方案

1.3.2 能评价电竞活动总体方案

1.3.1 电竞活动主题设定原则

策划

1.3.3 能针对电竞活动总体方案提出改

1.3.2 电竞活动总体方案评价方法

善建议

1.4 相关文案
写作

2.1 营销计划
制定

1.4.1 能编写电竞活动总体规划书

1.4.1 电竞活动总体规划书的内容

1.4.2 能撰写电竞活动发展报告

1.4.2 电竞活动发展报告的内容

1.4.3 能撰写电竞活动运营方案

1.4.3 电竞活动运营方案的内容

2.1.1 能对营销计划进行整体质量和进
度把控
2.1.2 能对营销计划进行成本费用预估

2.1.1 项目控制及管理方法
2.1.2 费用评估及成本预算方法

2.2.1 能与赞助商进行长期合作谈判

2.活动营

2.2.2 能与其他电竞活动项目进行合作

销
2.2 营销实施

谈判
2.2.3 能进行电竞活动融资或投资谈判
2.2.4 能制订与大客户维持长期合作关

2.2.1 商务谈判的方式
2.2.2 商务谈判的原则
2.2.3 大客户关系管理模型

系的方案
3.1.1 能对宣传推广执行计划进行整体
3.1 执行计划

质量和进度把控

3.1.1 项目控制及管理方法

制定

3.1.2 能对宣传推广执行计划进行成本

3.1.2 费用评估及成本预算方法

费用预估
3.宣传推

3.2.1 能对官方平台宣传内容进行审核

广

和监督

3.2.1 官方平台宣传内容审核监督

3.2 官方平台

3.2.2 能对官方平台宣传效果进行评估

要点

宣传

和总结

3.2.2 官方平台宣传效果评估及优

3.2.3 能对官方平台宣传效果提出优化

化方法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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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能对媒体渠道宣传内容进行审核
和监督

3.3.1 媒体渠道宣传内容审核监督

3.3 媒体渠道

3.3.2 能对媒体渠道宣传效果进行评估

要点

宣传

和总结

3.3.2 媒体渠道宣传效果评估及优

3.3.3 能对媒体渠道宣传效果提出优

化方法

化方案
3.4.1 能设计线下推广活动的策划方案
3.4 线下活动
推广

3.4.2 能对线下推广活动的组织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
3.4.3 能对线下推广活动效果进行评估
总结，并提出优化方案
4.1.1 能对赛事活动现场整体情况进

4.1 活动现场
监督

行监督
4.1.2 能对赛事活动现场突发事件进
行处理决策

4.活动执
行

4.2.1 能对活动执行人员进行工作分
4.2 工作人员
管理

工和工作监督

总结

4.2.2 能对活动执行人员进行岗位职

5.培训与

4.3.1 能对赛事活动进行分析总结，制
定总结方案
4.3.2 能提出赛事活动优化建议

4.1.2 能制定培训计划和大纲
4.1.3 能编写培训教材

指导
5.2 指导

3.4.2 线下推广活动组织执行监督
要点
3.4.3 线下活动推广效果评估及优
化方法
4.1.1 赛事活动现场监控技巧
4.1.2 赛事活动现场突发事件处理
原则
4.2.1 赛事活动现场执行人员管理
4.2.2 赛事活动现场执行人员岗位
职责

4.1.1 能培训二级/技师
5.1 培训

巧

方法

责培训
4.3 赛事活动

3.4.1 线下推广活动策划方法及技

4.3.1 赛事活动总结的方法与技巧
4.3.2 赛事活动优化方法

4.2.1 培训计划和大纲编写方法
4.2.2 培训教材编写方法

4.2.1 系统地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

4.2.1 技能知识培训方法

4.2.2 能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式

4.2.2 评价技能培训效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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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基本

职业道德

5

5

5

5

要求

基础知识

25

20

15

10

活动策划

10

20

25

30

相关

活动营销

15

20

20

20

知识

宣传推广

15

10

15

20

要求

活动执行

30

25

15

5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00

100

100

100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活动策划

10

30

30

40

活动营销

25

20

25

20

宣传推广

25

15

20

20

活动执行

40

35

20

10

培训与指导

-

-

5

10

100

100

100

100

合计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技能
要求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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