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关于做好 2021 年福建省

知识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职业培训机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相关下属单位：

根据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省鉴定中心）

《关于同意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新增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职业的

函》（闽劳鉴函〔2020〕11 号）和《关于做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等职业（工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有关要求的函》（闽劳鉴

函〔2021〕2 号）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对 2021 年全省知识

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以下简称统一认定）工作安排如

下。

一、统一认定职业（工种）范围

2021 年实行全省统一认定的职业（工种）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师、劳动关系协调员、物流服务师、电子商务师（含普商和跨境电

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文件

闽人开发〔202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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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房地产策划师、客户服务管理员、

创业指导师、婚姻家庭咨询师、采购员、营销员、物业管理员等。

二、统一认定时间安排

统一认定具体日期安排在 2021 年 6月 26 日、6 月 27 日，8 月

21 日、8月 22 日和 11 月 27 日、11 月 28 日（具体职业、等级认定

时间详见附件 1）。考试时间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三、统一认定组织实施

（一）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试卷、统一考务管理、统一证书核

发的工作方式，着重“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组织实施

统一认定。福建省企业经营管理者评价推荐中心（以下简称省评价

中心）负责全省统一认定的组织安排。各职业培训机构、中国海峡

人才市场相关下属单位根据统一认定的安排，积极配合省评价中心

做好本机构、本地区的统一认定报名、初审、缴费等相关工作。

（二）统一认定报名工作由经认定的各职业培训机构、中国海

峡人才市场相关下属单位负责初审，省评价中心负责终审。统一认

定报名截止时间为各职业（工种）考前 30天。

（三）统一认定报名、审核、缴费均通过网上系统进行，报名、

缴费网址为中国海峡人才网（http://www.hxrc.com）“福建省知识

技能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栏目。报名采取机构集体报名或考生个

人报名的形式组织实施，各职业培训机构培训的考生由所在的培训

机构负责集体报名工作，福州地区个人考生报名工作由福建省人才

培训测评中心负责，其它设区市个人考生报名工作由中国海峡人才

市场所在的分部（工作部）负责。具体考试报名相关事宜将在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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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时间另行通知。

（四）统一认定考点选定、考场编排由省评价中心负责，中国

海峡人才市场相关下属单位等机构协助；认定方式采用上机考试方

式进行。具体地点将在考前适当时间另行通知。

四、简化统一认定材料申报工作

为确实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简化

优化统一认定材料申报工作，提出以下全省统一规范申报要求。

（一）考生依据学历条件申请认定的，通过学信网可查询到

学历信息的，考生不再提供学历原件及其复印件纸质版，只需上

传毕业证书原件或学信网查询的电子文档。

（二）考生依据工作年限条件申请认定的，不再提交“工作

经历证明”。

（三）考生依据晋级条件申请认定的，不再提交证书原件及

其复印件纸质版，只需上传证书原件的电子文档。

（四）做好与原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衔接，按单科成绩两年

内有效的规定，允许考生参加补考。

五、加强统一认定规范管理，确保认定质量

各地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组织实施统一认定工作，

加强各环节工作的规范实施，保证平稳过渡，确保认定质量和公

信力。

（一）加强统一认定资料安全管理。各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

保密法律法规和相关保密制度，切实加强对统一认定考试资料、

考生个人信息的安全管理，将保密责任落实到人，杜绝泄密事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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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旦发现泄密行为，将严肃查处并追究当事人责任。

（二）加强资格审查工作。负责报名的各单位严格按照 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申报条件（附件 3）执行，认真审核考

生资料，报省评价中心终审。对审核工作不严格、走过场的单位，

将进行通报。对在报名过程中弄虚作假、协助考生制作虚假申报资

料的报名机构，将予以撤销报名点资格。

（三）加强统一认定的考务管理工作。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对统

一认定考点的考务管理工作。严肃考场纪律、利用视频监控等措施

实施现场督导，强化对考务各个环节的规范管理，杜绝舞弊行为。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统一认定工作顺利实施。

（四）做好质量督导和举报查处工作。省鉴定中心与省评价

中心将会同各设区市鉴定中心向各地派遣质量督导人员，对统一

认定现场进行质量检查与督导工作。省人社厅相关业务部门也将

组织有关人员对考试全过程进行巡视督导。

六、收费标准

统一认定职业（工种）的收费标准，参照《福建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和机关事业

单位工勤人员技能等级考核收费标准的函》（闽发改服价函〔2019〕

381 号）的规定执行，具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6。

七、证书管理

（一）对经考试考核评审合格人员，按照国家人社部统一的

编码规则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规范样式要求，由福建省人才

开发中心印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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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报名渠道进行发放，省评价中心

不接受考生个人领取申请。

附件：1.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时间安排

2.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各职业考核方案

3.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申报条件

4.福建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5.福建省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参考教材

6.福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等级统一认定收费标准

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

2021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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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时间安排

日 期 职 业 等 级 考试时间 备 注

6
月
26
日

11
月
27
日

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

师
4-1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 14:00-17:00
一级综合评审 14:00-17:00

上机考试

6
月
27
日

11
月
28
日

劳动关系
协调员

4-1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一级综合评审 14:00-17:00

上机考试

物流服务
师

3-1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 14:00-16:00
一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电子商务
师（含普商
和跨境电
商）

4-1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 14:00-16:00
一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8
月
21
-
22
日

11
月
27
-
28
日

健康管理
师

3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上机考试

公共营养
师

4-1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 14:00-16:00
一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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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职 业 等 级 考试时间 备 注

11
月
27
日

房地产策
划师

3-2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客户服务
管理员

3-2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创业指导
师

3-2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婚姻家庭
咨询师

3-2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二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采购员 4-1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一、二级综合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上机考试

营销员 5-3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上机考试

物业管理
员

4-3 级
理论知识考试 08:30-10:00
专业能力考核 10:30-12:30

上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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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各职业考核方案

职业 等级 鉴定内容 题型
题

量
答题方式

分

值
权重

企业人
力资源
管理师

4-1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简答、计算、综合

题等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案例分析题 100 100%

1 级 综合评审 文件框 100 100%

劳动关
系协调
员

4-1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85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简答题、综合分析

题
6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1 级 综合评审 工作任务分析 5 上机作答 100 100%

健康管
理师

3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案例分析题 100 100%

公共营
养师

4-1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简答、计算、
综合题等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案例分析题 100 100%

1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物流服
务师

3-1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任务操作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案例分析题 100 100%

1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电子商
务师（含
普商和
跨境电
商）

4-1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任务操作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案例分析题 100 100%

1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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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等级 鉴定内容 题型
题

量
答题方式

分

值
权重

婚姻家
庭咨询
师

3-2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案例分析题、简答题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房地产
策划师

3-2 级
理论知识 选择、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简答、计算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客户服
务管理
员

3-2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简答题、案例题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创业指
导师

3-2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简答题、案例题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采购员

4-1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问答,计算,案例分析等 100 100%

2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100 100%

1 级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口头答辩 100 100%

营销员 5-3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案例分析、简答题 100 100%

物业管
理员

4-3 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判断题 100

上机作答
100 100%

专业能力 案例分析、简答题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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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申报条件

职业名称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1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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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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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等级证书)③3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具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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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大专以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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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 相关职业是指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管理咨询、管理研究等职业，下同。

②2 相关专业是指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管理科学、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经

济、劳动关系等，下同。

③3 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是指劳动关系协调员等与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职业功能具有关联性的职业资格证书，下同。



— 11 —

（3）具有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 2年（含）以上。

（4）具有大学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 1年（含）以上。

（5）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

届毕业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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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

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3）具有硕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4）具有博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4.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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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名称

劳动关系协调员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4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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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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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等级证书)③6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含）以上。

（2）具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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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大专以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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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①4相关职业是指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保障事务处理、社会工作等职业，下同。

②5相关专业是指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

法学、社会学等专业，下同。

③6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是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保障协理员、

劳动保障专理员、社会工作者等与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功能具有关联性的职业资格证

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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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4）具有大学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

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

作 1年（含）以上。

（5）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

届毕业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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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

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3）具有硕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4）具有博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4.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职业名称

物流服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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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①7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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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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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大专以上本

专业②8或相关专业③9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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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职业技能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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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

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3 年（含）以上。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

①7 相关职业：仓储人员、采购人员、销售人员、道路运输服务人员、水上运输服

务人员、航空运输服务人员、轨道交通运输服务人员、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服务人员、

邮政和快递服务人员等，下同。

②8本专业：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工程技术、工程物流管理、采购与供应管

理、物流金融管理、物流信息技术、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供应链管理等，下同。

③9 相关专业：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市场营销、连锁经营管理、快递运营管

理、铁道物流管理、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交通运营管理、水路运输与海事管理、报关

与国际货运、集装箱运输管理、港口与航运管理、港口物流管理、航空物流、商务数据

分析与应用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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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职业名称

电子商务师（含普商和跨境电商）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年以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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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本职业电子商务员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

结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技工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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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具有大专以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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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

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4）具有非本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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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技能证书（职业

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3）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

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4）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

上。

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9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技能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3）本科生毕业 13年以上，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 8年以上。

职业名称

健康管理师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具有医药卫生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

（2）具有非医药卫生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以上，经三级健康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

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具有医药卫生专业中等专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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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三级健康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

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职业名称

公共营养师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

（2）具有医学或食品专业中专毕业证书。

（3）经四级公共营养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2）取得四级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4年以上。

（3）取得四级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3年以上，经三级公共营养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

得结业证书。

（4）具有医学或食品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5）具有非医学或食品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

事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

（6）具有非医学或食品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经三级

公共营养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 18 —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三级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5年以上。

（3）取得三级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4年以上，经二级公共营养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

得结业证书。

（4）具有医学或食品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三级公共营

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5）具有医学或食品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三级公共营

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二级公共

营养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具有医学或食品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

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9年以上。

（2）取得二级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4年以上。

（3）取得二级公共营养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3年以上，经一级公共营养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

得结业证书。

职业名称

婚姻家庭咨询师



— 19 —

基本文化要求：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具有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

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2）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1 年以上。

（3）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经本职业三级

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取得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4）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

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5）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

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本职

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取得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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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工作 2年以上。

职业名称

营销员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

（2）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本专业(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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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职业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

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取得本职业五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五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1年以上，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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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10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

（3）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含尚未取得

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6）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

业工作 1年以上。

（7）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经本高级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职业名称

采购员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年以上。

（2）具有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本

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10本标准中的相关专业是指：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经济、管理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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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

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

职业技术学院本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

业生)。

（3）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具有本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6）具有非本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1 年以上。

（7）具有非本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经本职业三级正

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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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5）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

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

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具有非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

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

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

上。

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9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二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二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一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本科生毕业 13年以上，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 8年以上。

职业名称

创业指导师

基本文化程度：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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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

技术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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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2 年以上。

（5）创办和经营企业 1 年以上，经本职业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

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在职校或高等院校从事创业教学工作 1 年以上，经本职业

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技能等级证书)，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

职业工作 8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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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

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

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8）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

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

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9）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创办和经营企业 2 年以

上，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

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10）取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在职业院校或高等院

校从事创业教学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

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职业名称

物业管理员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1年以上，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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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工作 2年以上。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经本职业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职业名称

房地产策划师

基本文化要求：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

技术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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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职业四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4）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四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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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6）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1 年以上。

（7）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经本职业四级正

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

职业工作 5年以上。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

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取得本职业三级职

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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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名称

客户服务管理员

基本文化要求：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力）

申报条件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

技术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11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含尚未

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工作 1 年以上。

（5）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后，经本职业三级

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

*11本标准中的相关专业是指：市场营销、企业管理等经济、管理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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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

职业工作 5年以上。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

级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

级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

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以上。



— 30 —

附件 4

福建省职业技能统一认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二
寸
照
片

身份证
号码

联系电话

申报认定
职业

申报
等级

从事本职
业年限

现工作
单位

电话

最高
学历

毕业
院校

毕业证
编码

毕业时间
现已持何
种职业
证书

等级

职业证书
编码

取得职业
证书时间

学
习
经
历

程度 所在院校 毕业时间 毕业证编码

工
作
经
历

何年至何年 从事何职业 所在单位

符合申报职业等级的条件：

□1.达到本职业等级要求的工作时间；

□2.达到本职业等级要求的学历条件；

□3.达到本职业等级晋级条件；

□4.其他条件：

本人承诺所填写的内容真实、有效。若有虚假或经查核不真实，本

人愿意承担主要责任。

填表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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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此表格由申报者本人如实填写，不得由他人代填写，并逐一填写不

得漏填，凡不按本表各项内容如实填写或填写内容经查不真实者，取消申
报资质。

2.学习经历从初中经历起填写，初中、高中学历不须填写毕业证编码；
程度填写“初中、高级、技校、中职、高职、本科”等。

3.如符合申报职业等级的条件的若干条，同时在对应条件□填写“√”。
4.各单位、机构名称应填写全称。

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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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福建省职业技能等级统一认定参考教材

序号
职业（工种）

名称
等级 参考教材

1
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师
4-1 级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
培训教程》（基础知识）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
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常用法律手
册）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
程》（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中国
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四级、三级用第
4版，二级、一级用第 3版）

2 劳动关系协调员
4-1 级

《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培训教程》（基础知识）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培训教程》（常用法律手
册）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劳动
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
程》（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中国
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3 物流服务师

3级
《现代物流管理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蔡昭君、范兴兵、陈新鸿

2级 《物流专业导论》电子工业出版社，周
兴建1级

4
电子商务师
(普商）

4-3 级
《企业级电子商务运营》，成都职业技
术学院电子商务教研室，人民邮电出版
社

2-1 级
《电子商务运营管理》（慕课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陈道志（主编）

5
电子商务师
(跨境电商）

4-3 级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实务》预计 3月上
线

2-1 级
《跨境电子商务》实训指导版（慕课
版），中国工信出版集团，人民邮电出
版社，鲜军、王昂（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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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健康管理师 3级
《健康管理师卫生健康行业职业培训
教材》第 2版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
服务中心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

7 公共营养师

4-3 级
《公共营养师基础知识》海洋出版社，
沈荣、徐希柱（主编）陈义伦（主审）

2-1 级
《公共营养师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
系列丛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8 房地产策划师 3-2 级
《房地产策划师》（基础知识）（三级、
二级）职业培训教程中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出版社

9 客户服务管理员 3-2 级
《客户服务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客
户服务导论与呼叫中心实务》清华大学
出版社，《客户服务》企业管理出版社

10 创业指导师 3-2 级
《创业咨询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
中心编写，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11 婚姻家庭咨询师 3-2 级
《婚姻家庭咨询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
出版社

12 采购员 4-1 级
《采购师（基础知识）》《高级采购师》
《采购师》《助理采购师》《采购员》中
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13 营销员 5-3 级
《营销员》《高级营销员》《营销师考
试指导》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14 物业管理员 4-3 级
《物业管理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
社，陈宇编，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
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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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福建省知识技能型职业等级统一认定收费标准

根据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师等职业（工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有关要求的函》（闽劳

鉴函〔2021〕2 号）的要求，参照《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

建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制定我省职业技能鉴定和机关事业单位工勤

人员技能等级考核收费标准的函》（闽发改服价函〔2019〕381 号）

规定的收费标准，结合我省实际，确定 2021 年福建省知识技能型

职业等级统一认定收费标准如下表：

单位：元/人

项目
理论

考试

实践技

能操作
考务费

综合评

审费

职业

技能

等级

认定

5级 100 100 4 /

4 级 100 150 4 /

3 级 100 200 4 /

2 级 100 200 4 350

1 级 100 200 4 450



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 2021 年 3 月 10 日印发

抄送：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各设区市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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