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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中 餐 业 联 合 会
世界中餐联发〔2020〕28 号

关于举办2020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的
通知

国际餐饮、食品行业组织，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餐饮、食品产业主

管部门，行业协会，优秀餐饮、食品企业，科研院校，新闻媒体，四川省

各市、州餐饮、食品主管部门，餐饮企业，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员单位及

相关单位：

为弘扬川菜文化，提升川菜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淬炼川菜

烹饪技艺提升,推广和倡导现代烹饪艺术理念与现代烹饪技术，

进一步扩大川菜国际影响力，邀请川菜烹饪名厨大师同台竞技，

赛事采用国际中餐烹饪竞赛标准，以“公平 公正 公开”为原则

，全面展现当今川菜烹饪最新流行趋势和烹饪水平。世界中餐业

联合会定于2020年11月在四川省眉山市召开“2020第三届世界川

菜大会”期间举办“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现将比赛相

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一）报到注册

报到时间：2020年11月15日09:00-14:00

报到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报到注册后，召开选手、评委预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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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赛安排

竞赛时间：2020年11月16日07:00-19:30

竞赛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三）颁奖典礼

颁奖时间：2020年11月17日 10:00

颁奖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承办单位：眉山市人民政府

首席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利华饮食策划

战略合作伙伴：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执行单位：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政府

眉山市商务局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国际中餐名厨专业委员会

三、大赛内容

（一）大赛由指定菜品和自选菜品两部分比组成。

（二）选手现场制作1道大赛指定菜品“宫保鸡丁”（指定

菜品规格要求见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发布的《国际川菜经典菜肴制

作工艺规范》（2018版-1））；2道自选菜品（选手自定食材，

使用大赛指定调味品、烹调用油）。

四、大赛规模

参赛选手60人。

五、奖项设置与奖励办法

（一）奖项设置

1.参赛选手的最终成绩按从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成绩排

名前10名为金奖，11-30名为银奖，31-60名为优秀奖。

2.从指定菜品“宫保鸡丁”中评选出前10名，授予“金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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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鸡丁”奖。

3.从自选菜品中评出“最佳滋味”“最佳造型”“最佳创意”等

奖项各1名。

4.本次大赛特设“家乐拿手民菜”奖，参赛选手在自选菜

品中选择1道菜品必须使用赛会指定家乐辣鲜露烹制菜品（需

在菜品质量卡注明），按成绩前十名给与奖励。

5.本次大赛特设“鲤鱼跃龙门”奖，参赛选手在自选菜品中可

选用大赛指定烹调用油“鲤鱼牌菜籽油”（需在菜品质量卡注

明）。按成绩前五名给予奖励。

（二）奖励办法

1.获得金奖的选手授予证书和奖金。

2.获得银奖和优秀奖的选手授予证书。

3.获得“金牌宫保鸡丁”奖选手授予奖牌、证书和奖金。

4.获得“最佳滋味奖”“最佳造型奖”“最佳创意奖”的

选手授予证书和奖金。

5.本次大赛特设“家乐拿手民菜”奖，获奖选手授予证书和奖金。

6.本次大赛特设“鲤鱼跃龙门”奖，获奖选手授予证书和奖金。

六、报名须知

（一）报名方式：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国际名厨专业委员

会秘书处负责报名事项，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员及各分支机构

委员可直接向会员部、各分支机构办公室报名，非世界中餐业

联合会会员及各分支机构委员报名可与大赛秘书处取得联系。

（二）参赛选手与厨务助理要求

1.参赛选手要求：境内外年满 28 岁至 60 岁（即 1992 年

以前至 1960年以后出生者），身体健康，从事烹饪工作 10 年

以上（含 10 年），参加过国际、国家级比赛并取得过良好成绩

的专业厨师。

2.厨务助理要求：境内外年满 25 岁至 45 岁（即 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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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至 1975年以后出生者），身体健康，从事烹饪工作 5 年以

上（含 5 年）的专业厨师。原则上厨务助理年龄、从业时间不

得长于参赛选手。

（三）参赛选手需在 2020年10月30日之前填写组委会统一

制作的报名表，提供身份证件（或护照）复印件、二寸正面免冠

白底彩色照片（电子版/注明姓名）发至赛事官方邮箱，并交付

参赛费。

（四）报名后，组委会统一通知比赛时间、比赛地点。

七、大赛费用

（一）参赛选手免收参赛费

（二）选手（助手）统一派发大赛参赛服、工作服。

（三）参赛选手往返交通、食宿自理。

八、联系方式

组委会秘书处：010-6609 4180

崇占明：138 0123 5540

闫 囡：137 0125 5700

赵 映：189 1011 9332

赛事官方邮箱：mingchuwei2020@163.com

附件：1.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报名表

2.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菜品质量卡

3.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实施细则

世界中餐业联合会

2020年10月10日

mailto:mingchuwei201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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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工作单位

职 务 从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联系地址 邮编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选手

服装尺寸

M L XL

XXL XXXL

助手

服装尺寸

M L XL

XXL XXXL

是否

住宿

本人的主要工作经历：（可另附页）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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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菜品质量卡

选手姓名
编号

（组委会填写）

菜品名称

滋 味

呈 现

创 意

描述菜品背后的故事，包括但不限于：菜肴起源、本地原材料、相关历

史轶闻、本地知名度等。

补充说明

 使用赛会指定家乐辣鲜露烹制菜品，参与“家乐拿手民菜”奖评选。

 选用大赛指定烹调用油“鲤鱼牌菜籽油”，参与“鲤鱼跃龙门”奖评

选。

注：每道菜品填写 1 份，打印 4份，菜品质量卡作为评审重要依据，请选

手填写内容务必准确、简约，能够直接反应菜点特色，提交组委会后不得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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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世界川菜烹饪技能大赛实施细则

一、比赛项目设置与赛事安排

（一）项目设置

指定菜品：宫保鸡丁

自选菜品：选手自选两道热菜（川菜味型）。

（二）赛事安排

1.选手报到、预备会

选手报到

选手报到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 09:00-14:00

选手报到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报到事宜：参赛选手报到注册

□ 领取参赛服

□ 领取赛事守则

□ 领取参赛证

□ 交菜品质量卡（一份）

选手预备会

选手预备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 15:00-17:00

选手预备会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预备会事宜：选手报到注册

□ 明确赛事相关安排、要求

□ 参赛顺序抽签

□ 熟悉比赛场地暨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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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委报到、预备会

评委报到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 09:00-14:00

评委报到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报到事宜：评委报到注册

□ 领取评委服

□ 领取赛事守则

□ 领取评委证

评委预备会

评委预备会时间：2020 年 11 月 15 日 16:00-17:00

评委预备会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预备会事宜：

 熟悉比赛场地暨设备设施

 明确赛事评判及相关要求

（三）比赛安排

比赛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午（指定菜品）。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下午（自选菜品）。

比赛场地：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1. 开幕式

时间：2020年11月16日13:00-13:40

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人员：世界中餐业联合会领导、眉山市领导、参赛选手、评

委入场

内容：领导致辞→评委代表宣誓→选手代表宣誓→宣布开赛

2. 比赛场次安排（以现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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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菜品（宫保鸡丁）比赛时间安排：11 月 16 日

选手编号 检录时间 比赛时间 出菜时间 离场时间

001-010 07:20-07:30 07:30-08:00 07:55 08:00

011-020 07:50-08:00 08:00-08:30 08:25 08:30

021-030 08:20-08:30 08:30-09:00 08:55 09:00

031-040 08:50-09:00 09:00-09:30 09:25 09:30

041-050 09:20-09:30 09:30-10:00 09:55 10:00

051-060 09:50-10:00 10:00-10:30 10:25 10:30

自选菜品比赛时间安排： 11 月 16 日

选手编号 检录时间 比赛时间 出菜时间 离场时间

001-010 10:40-11:00 11:00-12:10 12:00 12:10

011-020 12:00-12:20 12:20-13:30 13:20 13:30

021-030 13:20-13:40 13:40-14:50 14:40 14:50

031-040 14:40-15:00 15:00-16:10 16:00 16:10

041-050 16:00-16:20 16:20-17:30 17:20 17:30

051-060 17:20-17;40 17:40-18:50 18:40 18:50

（四）颁奖

颁奖典礼：2020 年 11 月 17 日 10:00

颁奖地点：四川省眉山市黑龙滩长岛洲际酒店

二、比赛内容及相关要求

选手的比赛内容由指定菜品比赛和自选菜品比赛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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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定菜品比赛

指定菜品为“宫保鸡丁”（传统标准技法制作），参考世界中

餐业联合会《国际川菜经典菜肴制作工艺规范》（2018-1）制作。

制作时间为 30 分钟，具体要求为：

（1）选手自备鸡肉、花生米（可预制）、干辣椒、花椒等主辅

材料、调味品及餐具器皿。

（2）成菜要求：色泽棕红，咸鲜麻辣，略带甜酸，鸡肉滑嫩，

花生米香脆。

（3）味型要求：糊辣味型。

（4）成品制作 2个例份（各 5人量）。

（5）现场调味，不得使用复合调料、调味包进行烹调。

（6）厨务助理不能参加指定菜品制作。

（7）比赛所用主辅小料均需现场进行加工。

2．自选菜品比赛

比赛内容为 2 道自选热菜菜品，时间为 70 分钟（包括：准备时

间、制作、摆盘出品时间），有 5 分钟清洁卫生，各组选手均需按

照规定的出品时间出菜。每道菜品均需出具“菜品质量卡”，作为

评审的重要依据，请选手填写内容务必准确、简约，能够直接反应

菜品特色。制作菜品具体要求为：

（1）每位选手制作二道热菜作品，不限定食材，要求菜品口味

纯正，呈现形式具有艺术感、有创新。参赛选手在自选菜品中任选

一道需用赛会指定家乐辣鲜露烹制菜品（需在菜品质量卡注明）；

有一道菜品采用赛会指定“鲤鱼牌菜籽油”烹制，方可参加“鲤鱼

跃龙门”奖项评奖；两道菜品需用不同主食材，体现不同川菜烹饪

技法、味型，两道菜品在烹饪技法上、味型上、创意上有鲜明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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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不得雷同。

（2）自带物料及用于美化菜肴的各种饰物，须经现场监考人员

验证后才能携带入场，违反者将酌情扣分直至取消参赛资格。

（3）参赛作品应体现选手的刀工技术和烹调技巧，色、香、味、

形、质、养俱佳，以味、质为主，讲求营养卫生，注重实用性、大

众化，有一定创新意识。

（4）饰物需在场内摆放在盛器中，不喧宾夺主、不影响成品卫

生状况。

（5）每道菜品按位上制作 3份（个吃的量）。

3．其他事项说明

（1）现场提供常规设备、工具（炉灶、炒锅、砧板、刀具等），

参赛选手必须使用赛会提供的调料，如选手使用其他特殊工具、特

殊调料入场比赛，需提前报请组委会批准方可使用。否则视为违规

处理。

（2）自带的特殊用具、盛器餐具等不得带有任何标识，由选手

在盘底作记号，以便赛后认领。

（3）每位选手可带 1 名厨务助理参加自选菜品的比赛，但仅限

于自选菜品的比赛，指定菜品比赛仅限选手个人完成不能有厨务助

理参加。

（4）自选菜品需提前填报菜品质量卡（3 份，可复印），并按

要求报给大赛组委会，菜品质量卡是评委的评判依据，因此参赛菜

品制作必须与菜品质量卡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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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判内容与评分标准

1、宫保鸡丁评分内容及标准

“宫保鸡丁”菜品评分表

编号

考核内容 考核要点 配分 扣分

口味
煳辣味型，咸鲜麻辣，略带甜酸，

层次分明。鸡肉滑嫩，花生香脆。
30

火候
火候恰当，菜肴成熟度适宜；

芡汁合适，不浓不稀。
30

呈现
色泽棕红，勿焦，包芡亮油，装盘

不偏不散，美观大方。
20

配料
颜色、质地、口味搭配合理，

形状、刀工搭配合适。
20

评委签字 总分

2.自选菜品评判内容

菜品评判从滋味、呈现、创意三个方面进行评判，具体要求参

见《作品评分表滋味、创意、呈现》。

作品评分表（滋味）

菜品编号 菜品名称

滋味 100 分

口味 50 分 口感 50 分 得分

评价参考指标：
风味纯正、组合合理、层次
分明

评价参考指标：
软、烂、嫩、滑、脆、
酥、松等合适

单项分： 单项分：

扣分说明

备注
1.风味纯正是指菜品能保持传统的风味特色
2.组合合理是指各菜系风味、中西风味、主配料组合恰当
3.层次分明是指菜品风味丰富而不单调、具有明显的层次感

评委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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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评分表（创意）

菜品编号 菜品名称

创意 100 分

现代烹饪元素运用恰当 50 分 构思合理巧妙 50 分 得分

评价参考指标：运用现代烹调
技术
（如低温分子烹饪）、酱料制
作、
菜品成熟等现代技术合理恰当

评价参考指标：
设计合理、组合巧妙、
构思新颖

单项分： 单项分：

扣分说明

备注
分子烹饪与中餐结合是否恰当、各国特色酱料的运用是否合理、
国际流行的扒、煎、焗等技法运用是否合理。

评委签字：

作品评分表(呈现)

菜品编号 菜品名称

呈现 100 分

色彩 65 构图 25 器皿 10 得分

评价参考指标：
色彩对比、补色

关
系、色调

评价参考指标：
主辅料比例、构图
比例、布局关系

评价参考指标：
器皿的色彩造型、
器皿与菜品的配
合、整体具有艺术

性

单项分： 单项分： 单项分：

扣分说明

备注

评委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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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操作评判内容

现场操作评判按操作熟练程度、卫生状况、原料浪费、使用违

规食材和添加剂四方面进行评判，具体要求参见《现场操作评分表》。

现场操作评分表

选手编号

操作规范

与违规

4分

卫生状况

2分

原料浪费

2分

使用违规

食材和添

加剂2分

得分

4. 评分标准

选手最终成绩由指定菜品成绩和自选菜品成绩的平均分总和。

借鉴国际餐饮竞赛评审体系，本次赛事启用“FPO”世界中餐烹

饪竞赛模式，即将从滋味（Flavour）、呈现（Presentation）、创

意（Originality）三方面进行评审。

四、评委构成与评委分工

1.评委构成

1.1 评委必须是由具备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国际评委资格的评委

和四川著名的烹饪专家担任，赛前需经过专门的培训。评委会主席、

总裁判长、监事长和监理不担任评委。

1.2 评委会由组委会根据比赛的需要和评委资格发出邀请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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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组委会根据需要指定具备世界中餐业联合会国际评委资格

的评委担任现场操作评判。

2.评委分工

2.1 菜品评委：评委分为菜品滋味评判组、菜品呈现评判组、

菜品创意评判组，分别对菜品的滋味、呈现、创意进行评分。

2.2 现场操作评委：对选手的操作规范、原料浪费、清洁卫生、

场内作弊等情况进行评分。

3.菜品评判内容

菜品评判从滋味、呈现、创意三个方面进行评判，具体要求见

打分表。

4.计分方式

4.1 选手参赛作品成绩=（指定菜品得分+自选菜品得分）-（现

场操作违规扣分）。

4.2 评委评分采用减分的评分办法。

4.3 依据选手总成绩由高至低进行排名。

5.加赛

如参赛选手比赛分数相同，则由总裁判长现场提出加赛项目，

由评委组现场评分，得分高者即胜出。

五、赛事监理

1.大赛设现场评判组，对参赛选手的准备工作和现场操作进行

评判。

2.现场评判组由特邀专家组成，不兼任评委。

六、比赛厨房基础设备配置及调味品

（一）独立操作间配置

1.凹面电磁炉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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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耳锅 1 个

3.油鼓 2 个

4.洗涤池 1 个

5.不锈钢操作台 1 个

6.出品台 2 个

7.雪柜调理台 1 个

8.跕板 2 块 ，手勺 1 把，锅铲 1 把，漏勺 1 把，油筛 1把，保

鲜膜 1 卷、锡纸 1 卷、口罩 2 付、一次性手套 2 付、备餐盒

（1500ml 20 个，2500ml 10 个）、垃圾桶 2 个、一次性调料

碗 10 个、厨房用纸 1包、物料箱 1个，烤盘、蒸盘各 2个，

厨师帽 2 顶。

（二）公用设备

1.微波炉 2 台

2.-18 度冷冻冰箱 1 台

3.蒸箱 2 台

4.多功能蒸烤箱 2 台

（三）调味品

食用盐、绵白糖、白砂糖、米醋、料酒、食用油、生粉、酱油、

家乐浓缩鸡汁、家乐薄盐鲜鸡精、家乐辣鲜露调味料、家乐鸡粉、

家乐蒸鲜豉油调味料、家乐双蚝蚝油，家乐鲜麻辣鲜露调味料、家

乐酸辣鲜露调味料、家乐厨师浓汤调味料、家乐安多夫腌粉、罗拔

臣明胶、益海嘉里餐饮发展用油（鲤鱼牌正宗原香菜籽油、鲤鱼牌

压榨低芥酸菜籽油）。

七、场地安全及卫生须知

（一）比赛场地最大程度模拟和还原真实厨房操作条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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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手段和条件因场地原因无法还原和实现，所有参赛选手应在注

册时已经充分被告知和了解，并做出适当调整；

（二）参赛选手注册时须签署安全卫生责任书，确保作为安全

责任人在相应入场时，安排和管理参赛选手用水、用电、加热、烹

饪等安全事宜，确保操作环节符合食品卫生操作要求；

（三）参赛选手在竞赛环节，应按照餐厅卫生管理规定进行操

作；

（四）参赛选手注册时，须提供卫生合格证件，比赛开始前应

完成厨仪检查；

（五）现场设有临时外伤医生及急救医疗包，对于出现割伤或

其他意外伤害时，选手须立即告知现场工作人员，由专业医生进行

必要的处理和急救；

（六）场地熟悉环节，所有选手应充分了解使用规范，对于电

器插口、烤箱及电磁炉应充分了解正确使用方法，比赛阶段，设备

维护技术人员随时在场地进行巡视，杜绝擅自不了解设备使用情况

下，过载使用设备或违规操作；

（七）所有厨余垃圾，统一回收，参赛选手应随时保持操作台

面清洁，并合理管理冷热和生熟操作流程；

（八）比赛环节，出入比赛区域须按照有效证件进行识别和管

理。

八、本次大赛评判的最终解释权由大赛组委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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