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誉证书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在 2020 年度 1+X 大数据应用开发（Java）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考试组织过程中，表现突出，被评为： 
 

“优秀组织单位” 
 

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XXXXXXXXX 有限公司 

                     20XX 年 XX 月 XX 日 

 

 

 

 

 

 

 

 

 

 

 

 

 

 

 

 

国信蓝桥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5日 

教育部 1+X证书考核评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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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技能专委会字〔2022〕6号

关于公布2021年度1+X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试点工作优秀院校及个人的通知

2021年，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在各省教育厅的悉心指导下，

在各院校领导和老师们的通力合作下，1+X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根据1+X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年总结表彰暨2022年证书说明会通知，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专家

委员会按照相关评选条件，结合各试点院校提交的奖项参评材料，评选

出2021年度证书试点工作优秀院校和个人，现将获奖名单予以公示（排

名不分先后）。

一、领军院校奖

序号 院校名称 序号 院校名称

1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11 新疆供销学校

2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12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3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13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食品合规管理职业技能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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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14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5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5 黑龙江职业学院

6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16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7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17 潍坊职业学院

8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18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9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9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10 中国农业大学 20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二、优秀教学奖

序号 院校名称 序号 院校名称

1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9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10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1 天津市职业大学

4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12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5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13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6 四川旅游学院 14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7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1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8 黑龙江职业学院 16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三、全国考核优秀单位

序号 院校名称 序号 院校名称

1 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2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2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23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3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24 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

4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5 威海职业学院

5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26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6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27 枣庄职业学院

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8 淄博职业学院

8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29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9 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30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10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31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11 河南轻工职业学院 32 潍坊职业学院

12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3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13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34 浙江药科职业大学

14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 35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5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36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16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37 苏州市职业大学

17 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8 威海海洋职业学院

18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39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9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20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1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21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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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职技字〔2022〕7号

正保 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作阶段总结会

暨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交流会（⼴东省）

各有关单位、各院校：

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实施⽅案》⽂件精神，深⼊实施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探索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根据⼴东省区域特征解读 2022年度正保 1+X 证书的创新发

展路径，基于院校在正保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作中的经验

总结和⼯作规划，探讨交流书证融通的建设思路与实践策略，推进“岗

课赛证”综合育⼈模式，助⼒⾼⽔平师资队伍建设，推动职业教育⾼

质量发展，助推数字经济下财会⼈才快速转型。我司定于 2022 年 3

⽉ 27 ⽇召开“⼴东省正保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作阶段总结

会暨职业教育⾼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交流会”。现将总结会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 会议组织会议组织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北京东⼤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持单位：厦⻔⽹中⽹软件有限公司



6.合理规划考务⼯作，每⽉均有正保 X证书考核计划；

7.财务共享服务/RPA 机器⼈赛考⼀体，参赛取证同步置换正保

X证书；

8.助⼒⼈才培养，“岗课赛证”深度融合，三维⼀体新内涵。

⼋、联系⽅式⼋、联系⽅式⼋、联系⽅式

陆⽼师 18020779175

王⽼师 19933163789

⽑⽼师 15505991908

北京东⼤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〇⼆⼆年三⽉⼗⼋⽇



附件⼀：

2021年度正保财务共享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院校获奖名单

序号 院校 奖项

1 ⼴州华商学院 领军单位

2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3 东莞市电⼦科技学校 最佳组织单位

4 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最佳组织单位

5 东莞市轻⼯业学校 最佳组织单位

6 东莞市商业学校 最佳组织单位

7 佛⼭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最佳组织单位

8 ⼴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9 ⼴东⼯程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0 ⼴东⾏政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1 ⼴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2 ⼴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3 ⼴东科贸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4 ⼴东南华⼯商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5 ⼴东⻘年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6 ⼴东⽣态⼯程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7 ⼴东⽔利电⼒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8 ⼴东松⼭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19 ⼴东外语外贸⼤学南国商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20 ⼴东职业技术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21 ⼴州城建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22 ⼴州⼯程技术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23 ⼴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最佳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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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 2019-2020 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先进单位及个人名单的通知 

各有关院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19-2020 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先进单位及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文件要求，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开展了 2019-2020 年度物流管理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先进单位及个人评选工作。本次评选共收到申

报材料 952 份，其中先进单位 314 份，先进个人 638 份，按照通

知要求，评审办公室对申报材料和相关工作数据进行逐一审核和

统计分析，最终共确定 140 所先进单位和 355 名先进个人，现将

表彰名单予以公布（名单见附件）。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及个人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赓续奋进，

再创佳绩。请各物流管理 1+X 试点单位及个人以受表彰单位及个

人为榜样，继续做好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各项培训与考核

相关工作，为物流产业发展，培养和选拔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

人才。 

附件： 

1.2019-2020 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模范考核站点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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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2.2019-2020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师资培训

基地获奖名单； 

3.2019-2020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试点院校

获奖名单； 

4.2019-2020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考评员获

奖名单； 

5.2019-2020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辅导教师

获奖名单； 

6.2019-2020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考务管理

员获奖名单。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 

                 2021 年 12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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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2020 年度物流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优秀辅导教师获奖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1 齐晗 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2 陈楚岚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3 何章磊 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4 郭洁筠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5 戴拥军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6 王璟 合肥市经贸旅游学校 

7 李锐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8 王凯 徽商职业学院 

9 袁泓 安徽国防科技职业学院 

10 吴竞鸿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11 杨玉婷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12 陈佳露 福建省晋江职业中专学校 

13 梁爽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 

14 饶淑雯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15 吴淑秋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16 黄英艺 泉州师范学院 

17 梁竹田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18 吴梨萍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19 张桂兰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20 王嘉楠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21 龙福林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22 师建华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3 王晨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4 杨倩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25 李向升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6 张璐遥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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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睿学云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睿学函【2022】5 号 

 

关于组织 2022 年 1+X 品类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试点院校、相关单位： 

随着互联网应用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新科技正向连锁零售各业态广泛渗透，行业已进入大变革时代。

基于数据决策的品类管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用，掌握品类管理

知识的毕业生，越来越受到优秀连锁企业的青睐。 

自 2013年起，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已组织全国 200余所院校

以“书证融通”的形式进行了十八次“CCFA品类管理师”(年度)全国统

一考试，共计 5万余名学生获得了《CCFA品类管理师》证书，获得证书

的学生受到了广大连锁企业的欢迎。 

为贯彻落实《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方案》、《关于推进 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

关要求，北京睿学云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简称睿学）在 2022年度将

组织两次 1+X品类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统考工作。具体安排及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 

2022年第一次统考：6月 25日 上午。 

2022年第二次统考：12 月 24日 上午。 

二、考试说明 

1.考试对象：1+X品类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考生、其他

非试点院校及社会考生。 

                                                             
1 北京睿学云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教育部批复同意的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全资

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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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形式：理论知识考试、实操技能考试均采用闭卷机考方式。 

3.评定标准：理论知识（百分制，占总成绩 50%）和实操技能（百

分制，占总成绩 50%）总成绩达到 60 分（含）以上为合格，成绩合格者

颁发对应级别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中级、高级）。 

4.考核费用：需在每次考试前至少 30 天向我司交纳考核费。 

账户信息： 

户  名：北京睿学云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阜外大街支行 

账  号：110907124410701 

请注明：（院校简称）1+X认证费 

三、报名程序 

有意向参与考试的院校需关注各省 1+X试点院校开放时间，在各省

规定时间内完成试点院校申报工作。试点院校申报、考核站点申报、考

生报名等工作均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简称 1+X

平台）上完成，平台网址：https://vslc.ncb.edu.cn/。平台账号和具

体操作可咨询各院校 1+X办公室。 

四、教材 

1+X品类管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材(初级,书号ISBN 978-7-04-055257-7、

中级,书号 ISBN 978-7-04-055339-0）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各试点

院校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自行购买。 

五、参加考试的益处 

1.参加考试的院校，老师可免费参加 CCFA全年的线下论坛、会议，

接触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和获取最新案例。 

2.参加考试的院校，老师可免费参加行业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的交

流活动，在校企双方的培训资源融合、实训建设、师资队伍实践能力提

升等方面实现优势共享和互补。 

3.参加考试的院校，学生可以免费参加 CCFA校企招聘会、零售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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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等活动，实现学生高质量就业。 

4.我司根据参加考试人数、考试合格通过率、考试组织等指标，每

年按参加考试院校数量约 10%的比例评选优秀培训机构，并给予

1000-3000元/家的奖金，2021年优秀培训机构名单见附件 1。 

5.我司根据参加考试学生成绩，每年约向 80-100 名考试成绩优秀

的学生颁发 CCFA 恒欣奖学金，奖金为 1000 元/位，2021 年优秀考生名

单见附件 2。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老师      电话：010-68366020 

 

附件： 

1.《2021 年 1+X品类管理证书考试优秀培训机构名单》 

2.《2021 年 1+X品类管理证书考试优秀考生名单》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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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 1+X 品类管理证书考试优秀培训机构名单 
 

奖项 获奖机构 奖金标准（元/所） 

一等奖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000 

二等奖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2000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三等奖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1000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附件 2： 

2021 年 1+X 品类管理证书考试优秀考生名单（共 80名） 
 

院校名称 姓  名 奖金标准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曹  悦 

¥1000（元/人）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曾小红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曾志雄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陈  健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陈曼纯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邓文萱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樊俊丽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高焰婷 

黑龙江职业学院 郭良实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郭美荣 

黑龙江职业学院 哈世伟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哈斯塔尔·阿德别克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韩轶静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何玉茹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胡晓宇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胡意琪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黄火兰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黄  垒 
¥1000（元/人）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嵇文钰 

Penny佩如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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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名称 姓  名 奖金标准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蒋孚琳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康倩茹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劳婷婷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李传钰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李东辉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李家青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 李  硕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李汶姗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李唏晨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李兴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李雨洁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李真蜜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林  梅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 林育敏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刘  静 

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 刘珊珊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刘淑琴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雪柯 

浙江农业商贸职业学院 娄伟珍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陆苏醒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 罗梦莲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马高强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马莺萤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孟宪宇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潘俊虹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邱平梅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冉鸿艳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任  艳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 史文文 

徽商职业学院 孙静静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谭  秀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汤怡雪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万如梦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王成诺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王俊雯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  乐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王玉蓉 

黑龙江职业学院 王梓怡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吴土妹 

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 肖鲁艳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谢  玮 

黑龙江职业学院 许亚东 

徽商职业学院 严雨璐 

辽宁轻工职业学院 杨丰璞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尹湘益 
¥1000（元/人）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余  妍 

Penny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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