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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与起草规则》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 2020年3月31日发布，2020年10月1日实施）

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PXPJ2-01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

部培训中心）、中国健康养老职业教育集团、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城市职业学

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上海九如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九如大学、中日养老服务及

产业合作项目办公室、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北京市养老服务人

才教育培训学院、中民民政职业能力建设中心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根来、黄娟、魏一民、冯翠平、李里、王涛、黄宝莹、付健、石

晓燕、王婷。

审定人员肖成龙、邹文开、赵红岗、许世杰等。

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由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考核评价部负责解释。

未经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和书面授权，不得印刷、销售和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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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考生

（2020 年 9 月 2.0 版）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失智老年人照护试点院校在校生、社会考生的申报、资格、培训、考试等。

本标准适用于失智老年人照护初级、中级、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工作中的考生。

各社会考生参加失智老年人照护人员考试者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 9 月版）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2019 年 9 月版）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3 试点院校

3.1 院校报名参加试点

根据本省（市、自治区）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登记备案，完

成申报手续，纳入试点院校范畴。

根据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

89 号）（点击下载

http://webgl.bcsa.edu.cn:63427/system/_owners/ceshi2/_webprj/content.jsp?urltyp

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1169）各地各校应认真学习领会教职成

司函〔2019〕89 号文件精神，统筹本区域内开设了与第二批试点证书对应的相关专业的学

校积极申报。

已申报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的学校应率

先申报试点。有些省规定：省级及以上示范（骨干、优质）高等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

http://webgl.bcsa.edu.cn:63427/system/_owners/ceshi2/_webprj/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1169
http://webgl.bcsa.edu.cn:63427/system/_owners/ceshi2/_webprj/content.jsp?urltype=news.NewsContentUrl&wbtreeid=1018&wbnewsid=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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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专业特色明显的有关院校中，依次按照申报“双高计划”专业群内专

业、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国家示范专业点、省级一流特色专业

群内专业、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的顺序排序进行推荐。

符合申报条件的学校应结合本校相关专业在校生规模，确定参与试点学生规模后，填写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情况汇总表》，于规定时间将汇总表 Word 版和加盖单位公章的扫描

件（PDF、JPG 格式均可），逾期报送不予受理。

高职院校、有关单位以学校为单位报送，中职学校以市州为单位报送。

3.2 报名参加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试点院校的条件

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

89 号）规定，职业院校一般为省级及以上示范（骨干、优质）高等职业学校、国家中等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专业特色明显的有关院校等，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

3.2.1 开设有与拟参与试点证书对应的专业（方向），近 3 年连续招生，具备一定相关

领域职业培训经验。

3.2.2 拟参与试点的专业建设基础好，人才培养质量高，贯彻落实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

准有力，有较为完备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满足教学、培训需要的教学资源。

3.2.3 拟参与试点的培训团队有具备培训能力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其中“双师型”教师

不少于 50%，行业企业专家比例不低于 20%，具有满足模块化教学需要的结构化教师教学团

队。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所在专业优先参与试点。

3.2.4 具备满足证书培训需要的教学条件和实习实训设施设备。有关设施设备可通过租

用等方式，与有关企业、基地和院校合理共用。

3.2.5 制度体系健全，教学管理规范，团队保障有力。

各证书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以及对院校实施培训的有关条件要求由相关职业教育培训

评价组织（以下简称培训评价组织）提出，具体通知请登陆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

（http://www.cvae.com.cn）查阅

3.3 中专、高职和应用型本科参加 1+x 证书试点专业

教育部职成司《关于做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9〕

89 号）规定，试点院校以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为主，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积极参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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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申报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证书的专业名录

序号 主体专业及代码 相关专业及代码

中等

职业

学校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代码181400）

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代码181300）

护理专业（代码100100）（老年护理）

康复辅助器具应用专业（代码103000）

智能养老服务专业（代码181700）

社会工作专业（代码181600）

中医护理专业（代码101200）

康复技术专业（代码100500）

中医康复保健专业（代码101700）

民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代码180900）

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代码181000）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专业（代码181200）

高等

职业

学校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690301）

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620811）

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代码620302）

护理专业（代码620201）（老年方向）

社会工作专业（代码690101）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代码690104）

康复辅助器具技术专业（代码620809）

社区康复（代码690304）

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代码620501）

健康管理专业（代码620801）

中医养生保健专业（代码620803）

假肢与矫形器技术专业（代码620810）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专业（代码690102）

民政管理专业（代码690201）

公共事务管理专业（代码690205）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代码690203）

体育保健与康复（代码670409）

普通

本科

院校

老年学专业（代码030306T）

养老服务管理专业（代码120414T）

护理学专业（代码101101）

家政学专业（代码030305T）

社会学专业（代码030301）

社会工作专业（代码030302）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代码120410T）

临床医学专业（代码100201K）

康复治疗学专业（代码101005）

康复工程专业（代码082604T）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代码110302）

心理学专业（代码071101）

行政管理专业（代码120402）

人工智能专业（代码080717T）

服务科学与工程（代码080915T）

3.4 试点院校做好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院校是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实施主体。试点院校党委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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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加大资源统筹调配力度。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4.1 选择有关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确定参与试点的专业。

3.4.2 统筹专业(群)资源,深入研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有关专业教学标准,推进“1”

和“X”的有机衔接,将证书培训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加强专业教学团队建设,选派教师参加有关培训。

3.4.3 根据在校学生取证需要,对专业课程未涵盖的内容或者需要特别强化的实训,在

培训评价组织支持下,组织开展专门培训,同时可面向社会成员开展培训。

3.4.4 符合条件的院校按程序申请设立为考核站点,配合培训评价组织实施证书考核。

3.4.5 管理和使用好有关经费。

3.5 在试点工作中基础条件和经费保障

《试点方案》指出,各省(区、市)在政策、资金和项目等方面向参与实施试点的院校倾

斜,支持学校教学实训资源与培训考核资源共建共享,推动学校建好用好学校自办、学校间联

办、与企业合办、政府开办等各种类型的实训基地。

要吸引社会投资进入职业教育培训领域。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模式)等方式,

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实训基地建设和运营。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产教融合型企业要积极参

与实施培训。

《试点方案》明确,中央财政建立奖补机制,通过相关转移支付对各省 1+X 证书制度试点

工作予以奖补。各省(区、市)要加大资金投入,重点支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考

核工作。

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的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有关考核费用。凡未纳

入 1+X 证书制度试点范围的培训、评价、认证等,不享受试点有关经费支持。

4 试点院校考生

4.1 中职学校学生

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的学生可以选报初级证书考试。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 2019 年 1

月 24 日）规定“院校内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是职业技能水平

的凭证，反映职业活动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所需要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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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职院校学生

原则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要逐级考核。考虑到高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试点

期间，高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可以选报中级证书（建议按照学生成绩排名前 20%），也可以

初级证书（建议大部分学生从初级开始考起）。具体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报考中级还是

初级。

4.3 本科院校学生

试点期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及国家开放大学等可以选报中

级证书。2020 年上半年暂时不安排高级证书考试工作，具体开始在 2020 年下半年的 11 月

和 12 月份进行。

4.4 报考初级证书、中级证书、高级证书

4.4.1 初级：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在校应届毕业生或者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院

校分别完成在校学习两年、三年，按照规定完成不少于初级 96 个学时（实训课时 48 个学时

左右）的学习，即可申报初级证书。

4.4.2 中级：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届毕业生，按照规定完成不少于中级 96

个学时（实训课时 48 个学时左右）的学习，即可申报中级证书考试。

https://c.exam-sp.com/index.html#/e/1x/login

4.4.3 高级：大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少数高等职业院校应届毕业生，按照规定完成不

少于中级 96 个学时（实训课时 48 个学时左右）的学习，即可申报高级证书考试。

https://c.exam-sp.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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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往届毕业生

试点期间，往届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养老机构连续工作 1年以上，原则上可以报考中级。

需要说明的是，往届毕业生与在校生不同，在校生由学生出具证明统一报名，符合教育部有

关文件规定享受国家奖补政策，免交相关费用。

具体参照社会考生进行。

5 社会考生

5.1 养老机构考生报考初级

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5.1.1 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或相关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五级）。

5. 1.2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5. 1.3 在历次县级养老护理员大赛（行业，院校）中的选手。

5. 1.4 获得县级市级以上最美养老护理员等称号者。

5.2 养老机构考生报考中级

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5.2.1 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或相关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5.2.2 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或相关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四级）的护理员；

5.2.3 累计从事养老护理职业或相关工作 4 年（含）以上；

5.2.4 在历次全国养老护理员大赛（行业，院校）、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

5.2.5 获得地市级以上最美养老护理员、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三八红旗手、

巾帼文明岗等称号者。

5.3 养老机构考生报考高级

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5.3.1 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或相关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

5.3.2 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或相关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的护理员；

5.3.3 累计从事养老护理职业或相关工作 7 年（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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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在历次全国养老护理员大赛（行业，院校）、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三等奖以上的

选手。

5.3.5 获得省级以上最美养老护理员、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三八红旗手、巾

帼文明岗等称号者。

详细规定请关注本网（http://zmfz.bcsa.edu.cn/）信息。

6 职业技能标准、培训标准与教材

6.1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标准

欢迎各个院校指导学生选报“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标准》有 2 种下载渠道。一是请参考中国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网有关信息——《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2019 年 9 月试用）》，请点击下载：9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pdf

http://www.cvae.com.cn/zgzcw/zyxw/201909/9f4f6f1a6b1941608e53954871bf41c4/f

iles/013f7e030f7648378395015de1484b6b.pdf

二是请关于印发《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标准》（2019 年 9 月试行）的通知(京

民福教司发〔2019〕1 号)，下载地址为教育部 1+X 证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评价平台：

http://zmfz.bcsa.edu.cn/info/1003/1177.htm

6.2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的培训标准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了《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的培训标准》（初

http://zmfz.bcsa.edu.cn/
http://www.cvae.com.cn/zgzcw/zyxw/201909/9f4f6f1a6b1941608e53954871bf41c4/files/013f7e030f7648378395015de1484b6b.pdf
http://www.cvae.com.cn/zgzcw/zyxw/201909/9f4f6f1a6b1941608e53954871bf41c4/files/013f7e030f7648378395015de1484b6b.pdf
http://www.cvae.com.cn/zgzcw/zyxw/201909/9f4f6f1a6b1941608e53954871bf41c4/files/013f7e030f7648378395015de1484b6b.pdf
http://www.cvae.com.cn/zgzcw/zyxw/201909/9f4f6f1a6b1941608e53954871bf41c4/files/013f7e030f7648378395015de1484b6b.pdf
http://zmfz.bcsa.edu.cn/info/1003/11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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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级、高级）。各试点院校开展培训应依照相应级别的《培训标准》《职业技能教材》开

展培训工作。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的培训标准》（Q/ZFJK J003-2019 初级）下载地址：教育部

1+X 证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评价平台：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96.htm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的培训标准》（中级 Q/ZFJK J004-2019）下载地址：教育部

1+X 证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评价平台：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98.htm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的培训标准》（高级 Q/ZFJK J005-2020）下载地址：教育部

1+X 证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护培训评价平台：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700.htm

6.3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的职业技能教材

根据《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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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职教成〔2019〕6 号 2019 年 4 月 4 日）规定“培训评价组织作为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及标准的建设主体，对证书质量、声誉负总责，主要职责包括标准开发、教材

和学习资源开发、考核站点建设、考核颁证等，并协助试点院校实施证书培训”。可见，“教

材和学习资源开发”是培训评价组织的职责。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教育部遴选的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培训评价组织已经按照教育部有关要求，组织专家开发了《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

材（初级）》、《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材（中级）》，这套书籍在 2019 年 8 月底已经编写

完成，目前正在试用并完善，在 2019 年 11 月已经正式出版发行。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材（高级）》2020 年 7 月由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发行，2020

年下半年开始使用。见《关于征订初级中级和高级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材的通知》（京

民福教司发〔2020〕34 号），https://zmfz.bcsa.edu.cn/info/1004/1653.htm，请大家关

注：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专网（http://zmfz.bcsa.edu.cn/）。

6.4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的职业技能教材购买

《失智老年人照护》（初级）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失智老年人照护》（中级）、

《失智老年人照护》（高级）由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发行。考生可以从出版社官方旗舰店下

单购买，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购买。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材（初级）

户 名：化学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96.htm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98.htm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700.htm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04/1653.htm
http://zmfz.bcs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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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出版社：教材征订电话：010-64519683 发行部赵老师

纳税人识别码：9111 0000 40000 1838C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

银行账号：0200 0042 0908 9198 263

订购咨询：化学工业出版社 章编辑

电话：010-64519149/15811477629 QQ：2325495043 邮箱：mjzhang_cip@foxmail.com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教材（中级、高级）

中国财富出版社：教材征订电话：010-52227588 转接各片区发行业务员

户 名：中国财富出版社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基地支行

银行账号：327256116836

订购咨询：中国财富出版社 李编辑

电话：010-52227588-611 18611235260 邮箱：2523874787@qq.com

http://zmfz.bcsa.edu.cn/info/1004/1254.htm

mailto:mjzhang_cip@foxmail.com
mailto:2523874787@qq.com
http://zmfz.bcsa.edu.cn/info/1004/12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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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点院校培训工作和师资

7.1 试点院校培训工作

根据2019年1月24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

4 号）（六）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规定：“院校内培训可面向社会人群，院校外培训也

可面向在校学生。各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持有证书人员享受同等待遇。”在

（七）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进一步规定“落实职业院校实施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法定职责，

按照育训结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

“畅通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其持续获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培训证书，

引导和支持企业等用人单位落实相关待遇。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

7.2 2019 年师资培训

培训师资对于试点院校十分重要。高水平的师资是“1+X 等级证书制度”高质量、高效

率开展的重要保障。为保证今年的证书工作顺利推进，达到预期目标，我司在 2019 年 10-11

月两个月份共举办了 4 期“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班暨说明会”，每个

培训班为期 5天。来自全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养老行业协会、养老机构有关人

员人 603 人参加培训，经审核，其中 512 人通过培训考核（名单下载地址《关于公布 2019

年 失 智 老 年 人 照 护 1+X 证 书 试 点 师 资 培 训 证 书 名 单 的 公 告 》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9/1355.htm），获得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制度试点

师资培训证书。还协助辽宁省组织了 30 人师资培训班。为全国 180 个试点院校平均专兼职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9/13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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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师资 3.2 人。

7.3 2020 年师资培训

2020 年师资培训的通知已发（《关于举办失智老年人照护第 6 期师资培训班的通知》(京

民福教司发〔2020〕5 号)，http://zmfz.bcsa.edu.cn/info/1018/1445.htm；《关于举办教

育部 1+X 证书制度试点失智老年人照护第 7 期师资培训班的通知》（京民福教司发〔2020〕

28 号），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31.htm；《关于举办教育部 1+X 证书制度

试点失智老年人照护第 8 期（中级）师资培训班的通知》（京民福教司发〔2020〕30 号），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35.htm。目前已经有 440 余人报名，在智慧职教

云课堂上学习。《关于积极鼓励在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利用资源库免费在线学习

的通知》(京民福教司发〔2020〕9 号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8/1451.htm)待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再进行考试，合格人员颁发培训证书。

7.4 2020 年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考核

根据我们的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安排（《2020 年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计划》（京民福教司发〔2020〕1 号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8/1478.htm）《关于做

好 2020 年下半年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考核工作的通知》（京民福教司发〔2020〕38 号），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69.htm），2020 年全国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

制度试点工作评价考核工作安排如下：

表 2 2020 年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安排

全国统一考试 时间 考试级别

第 1 次全国统一考试 6 月 20 日 初、中级

第 2 次全国统一考试 7 月 11 日 初、中级

第 3 次全国统一考试 9 月 19 日 初、中级

第 4 次全国统一考试 10 月 24 日 初、中级

第 5 次全国统一考试 11 月 21 日 初、中、高级

第 6 次全国统一考试 12 月 19 日 初、中、高级

特别说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抗拒原因，原计划考试工作会有调整，具体另行通

知。

具体参加评价考核的具体报名形式、方式等，届时会有通知，请大家关注专网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8/1445.htm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31.htm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35.htm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8/1451.htm
http://zmfz.bcsa.edu.cn/info/1018/1478.htm
https://zmfz.bcsa.edu.cn/info/1019/16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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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mfz.bcsa.edu.cn/）。

7.5 失智老年人照护考试费用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在院校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上限设置方案的公告

（教职所〔2020〕22 号 2020 年 1 月 22 日）》，失智老年人照护每名考生收取考试费 300 元。

由参加考试的试点院校统一缴纳。

8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8.1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34 号 2019 年 4 月 23 日）规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按照“三同两

别”原则管理，即“三同”是：院校外、院校内试点培训评价组织（含社会第三方机构，下

同）对接同一职业标准和教学标准；两部门目录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和待遇；

在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等方面具有同一效能。“两别”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分别负责管理监督考核院校外、院校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实施（技工院校内由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参与试点的培训评价组织分别自行印发。”

8.2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和原来的职业资格证书

根据《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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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职教成〔2019〕6 号 2019 年 4 月 4 日）规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社

http://zmfz.bcs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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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求、企业岗位（群）需求和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为依据，对学习者职业技能进行综合评价，

如实反映学习者职业技术能力，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8.3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颁发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人社部发〔2019〕34 号 2019 年 4 月 23 日）规定“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由参与试点

的培训评价组织分别自行印发”。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由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颁发。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采用统一编号登记管理，证书编号为唯一编码，

全国通用，可在教育部指定网站上查询、验证。

8.4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样式

教育部赋予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690003。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代码：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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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正面）

（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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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证书打印

考试合格的考生，可在公司网站的相应栏目下载打印合格证书，公司和考核站点不收取

包括证书在内的任何费用。

9 1+X 证书的有关政策规定

9.1 国家关于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政策规定

主要包括了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教育部等四部门在院校实施“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关于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见表 3）。

表 3 国家关于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主要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
国发〔2019〕4 号 2019 年 1 月 24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9〕5 号 2019 年 3 月 29 日

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教发〔2019〕11 号于在

院校实施“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

度试点方案》的通知

职教成〔2019〕6 号 2019 年 4 月 4日

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关于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厅函〔2019〕

19 号
2019 年 11 月 9 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孙春兰副总理在全国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的通知
教职成〔2019〕9 号 2019 年 5 月 5日

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的批复
国函〔2018〕144 号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成

立国家职业教导领导咨询委员会的通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9.2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方面的政策规定

教育部有关部门关于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方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规定（见表 4）。

表 4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方面的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关于招募职业技能培训组织的公告
教职所〔2018〕144

号
2018 年 9 月 30 日

关于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首批职业教育培训

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公示公告

教职所〔2019〕67

号
2019 年 3 月 26 日

关于确认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首批职业教育 教职所〔2019〕89 201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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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通知 号

关于持续招募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公告
教职所〔2019〕101

号
2019 年 4 月 25 日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

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

号
2019 年 6 月 5日

关于通过网络报送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申报材

料的通知

教职所〔2019〕151

号
2019 年 7 月 9日

关于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第二批职业教育培训

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公示公告

教职所〔2019〕172

号
2019 年 7 月 23 日

关于确认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第二批职业教

育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通知

教职所〔2019〕219

号
2019 年 8 月 27 日

关于做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9〕

89 号
2019 年 9 月 11 日

关于持续招募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补充公告
教职所〔2019〕251

号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关于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第三批职业教育培训

评价组织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公示公告

教职所〔2019〕341

号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关于确认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第三批职业教

育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通知

教职所〔2020〕21

号
2020 年 1 月 22 日

（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关于受权发布

《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遴选与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的公告

2020 年 6 月 2日

关于招募第四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的公告
教职所〔2020〕145

号
2020 年 6 月 19 日

9.3 试点院校方面的政策规定

试点院校作为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实施主体，教育部有关部门发布了相应的文件

（见表 5）。

表 5 试点院校方面的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关于做好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9〕

36 号
2019 年 4 月 17 日

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

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职成〔2019〕13

号
2019 年 6 月 5日

关于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的公告
教职所〔2019〕141

号
2019 年 6 月 17 日

关于做好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9〕

89 号
2019 年 9 月 11 日

关于第二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的公告
教职所〔2019〕257

号

2019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扩大 1+X 证书制度试点规模有关事项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9〕 2019 年 10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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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号 日

9.4 证书方面的政策规定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国家职业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为此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制订证书管理、标准开发相应的文件（见表 6）。

表 6 1+X 证书制度证书方面的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9〕

34 号
2019 年 4 月 23 日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关于发布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试行）及证书参考样式的

公告

教职所〔2020〕49

号
2020 年 3 月 10 日

关于印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码规则（试行）》

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参考样式》的通知

人社鉴发〔2019〕2

号
2019 年 4 月 19 日

9.5 收费方面的政策规定

教育部等制订经费使用等相应的文件（见表 7）。

表 7 1+X 证书制度费用管理方面的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关于印发《“1+X”有关经费使用情况座谈会会议

纪要》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19〕

102 号

2019 年 11 月 13

日

关于在院校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上

限设置方案的公示

教职所〔2019〕314

号

2019 年 11 月 25

日

在院校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本上限设

置方案的公告
2020 年 1 月 22 日

教职所〔2020〕22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落实在院校实施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考核成本上限设置方案及相关说明的通知
2020 年 8 月 24 日

教职成厅函

〔2020〕11 号

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在院校实

施 1+X 证书制度试点有关经费使用管理工作的通

知

2020 年 8 月 24 日
教财厅函〔2020〕

112 号

教育部办公厅转发山东省《关于完善高等学校绩

效工资内部分配办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2020 年 8 月 24 日

教师厅函〔2020〕

9 号

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教〔2015〕525 号

2015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5〕163 号 2015 年 9 月 29 日

9.6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方面的政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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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等制订了标准开发相应的文件（见表 8）。

表 8 1+X 证书制度标准开发方面的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关于《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开发指南（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教职所〔2020〕41

号
2020 年 3 月 2日

(国家职业教育指导咨询委员会)关于发布《职业

技能等级标准开发指南（试行）》的公告
2020 年 6 月 19 日

9.7 学分银行和信息方面的政策规定

教育部等制订了学分银行以及信息等相应的文件（见表 9）。

表 9 1+X 证书制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学分银行方面的政策规定

政策文件名称 颁布文件 颁布实施时间

关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和职业

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信息平台试运行工作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20〕

4 号
2020 年 1 月 11 日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利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组织好职业院校在线教学活动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20〕

5 号
2020 年 2 月 11 日

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设相关工作的

通知

教职成司函〔2020〕

9 号
2020 年 3 月 30 日

10 培训评价组织与考核站点

10.1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培训评价组织

10.1.1 性质定位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北京福祉教科公司 ）是教育部遴选认定的

第二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承担养老服务、社区服务、婚姻服务、殡葬服务等专业领域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颁发失智老年人照护等《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隶属于民政部培训

中心的国有企业法人组织。

10.1.2 工作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教育部等四

部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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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职

教成〔2019〕6 号）；经教育部遴选的第二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关于确认参与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第二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通知》教职所〔2019〕

219 号 2019 年 8 月 27 日）。

10.1.3 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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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领域（目前主要是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试点工作）1+X 证

书标准开发、教材和学习资源开发、考核站点建设（省级考核站、地市级考核点设置，考务

考评员、检查督导员培训认定）、考核颁证(颁发《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

中级、高级)、协助院校实施证书培训（制订培训标准、提供师资培训、协调提供培训资源）

等。

10.1.4 工作组织和队伍

目前在全国设置了 6 个区域性考评站、31 个省级考核站、144 个地市级考核点（截止

2020 年 9 月上旬）。

拥有经过培训认证的培训建立 875 名培训教师、863 人组成的考评员、177 人组成的技

术员、133 人组成的督导员队伍（不含 2020 年在线学习者 980 余人）。

10.1.5 考证工作

2019 年有 4865 名考生通过考试，2020 年 6 月 20 日和 7 月 11 日举办 2020 年第一、二

次全国统一考试工作。有 8940 人取得了本公司颁发《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0 年 9 月-12 月将举 4次全国统一考试工作。

10.1.6 公司信息

网址 http://zmfz.bcsa.edu.cn/ 公司信箱 fuzhijiaoyu@126.com

公司电话：010-61590971（考核评价部） 010-61591732（战略合作部）

010-52649740（财务综合部），010-61591716（总经理办公室）。

公司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东燕郊开发区燕灵路 2号 民政部培训中心

邮政编码：0652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K5836U

账户名称: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账户号码: 0200209409200017380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灯市口支行

http://zmfz.bcsa.edu.cn/
http://zmfz.bcsa.edu.cn/
mailto:fuzhijiaoy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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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区域和省级考核站

10.2.1 区域协调组织

10.2.1.1 区域协调组织职责

10.2.1.1.1 负责本考区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的考务协调工作；

10.2.1.1.2 负责尚没有建立省级考评站社会考生（院校考生之外）报名资格审核工作；

10.2.1.1.3 受培训评价组织委托，负责本考区内校外考务考评人员、检查督导员的调

配；

10.2.1.1.4 承担院校培训技术服务工作。

10.2.1.1.5 受培训评价组织委托，负责省级考评站、地市级考评点的咨询、服务工作。

10.2.1.1.6 承担培训评价组织委托的其他有关工作。

10.2.1.2 区域协调组织名单（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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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区域协调组织名单

序

号
区域 机构代码 机构名称 联系人职务 联系电话 负责省份

1 北部
6900030

1400401

黑龙江康健企

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盖世奇（总

经理）

138045

68447

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山西

2 中部
6900030

1400405

北京中民福祉

教育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魏一民（经

理）

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河南

3 东部
6900030

1400402

山东安养养老

服务促进中心

倪昆明（主

任）

132561

39699

江苏、上海、安徽、

浙江、江西、 福建

4 南部
6900030

1400403

湖南金职伟业

现代家庭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刘志杰（发

展事业部

经理）

153774

94684

湖北、湖南、广东、

海南、广西

5 南部
6900030

1400406

共好福报（北

京）养老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重

庆公司

谭宇双（主

任）

136813

25702

云南、贵州、四川、

重庆、西藏

6 西部
6900030

1400404

乌鲁木齐高新

区小秤砣评估

咨询中心

常桂娟（副

理事长）

135658

93269

陕西、甘肃、 宁

夏、青海、新疆

10.2.2 省级考核站组织

10.2.2.1 省级考核站组织职责

10.2.2.1.1 负责本考区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的考务协调工作；

10.2.2.1.2 负责为参加考试的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审核社会考生（院校考生之外）报

名资格；

10.2.2.1.3 受培训评价组织委托，负责本考区内校外考务考评人员、检查督导员的调

配；

10.2.2.1.4 受培训评价组织委托，负责考区内考点设置，指导考评点业务工作；

10.2.2.1.5 协同地市级院校考评点，负责处理、上报考试期间本考区发生的重大问题。

10.2.2.1.6 承担院校培训技术服务工作，在本区域内共建、共享社会化培训师资。

10.2.2.1.7 承担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其他有关工作。

10.2.2.2 省级考核站组织名单（见表 11）

表 11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区省级考核站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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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省份 机构代码 机构名称 联系人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1 北京市 14110000
北京冠华英才国际经济

技术有限公司

齐腾飞（项目总负责

人）
13811380415

2 天津市 14120000 天津市医养结合促进会 李文锋（会长） 18002038251

3 河北省 14130000 石家庄市老年养护院 李贤（办公室主任） 15032782117

4 山西省 14140000 山西省社会福利院
段俊刚（护理部主

管）
13453413714

5
内蒙古自治

区
14150000

内蒙古国连经济文化交

流中心

斯琴高娃（副秘书

长）
13948119182

6 辽宁省 14210000
辽宁华贯康养实业有限

公司
孙兰利（总经理） 18809805888 环渤海湾

7 大连市 14211000 大连市老龄产业联合会 汤超（副秘书长） 13716760105 大连市

8 吉林省 14220000
吉林省弘远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曹航齐（总经理） 19997109092

9 黑龙江省 14230000 黑龙江省人才学会 崔东艳（副秘书长） 13114500859

10 上海市 14310000
上海九如城养老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秦英（总经理助理） 13913220041

11 江苏省 14320000
南京九如城养老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黄月娇（培训中心经

理）
13656187333

12 浙江省 14330000 浙江省老年服务业协会
周微（副会长兼常务

副秘书长）
13588772797

13 安徽省 14340000 合肥华商职业培训学校 张佩（校长） 13965031199

14 福建省 14350000 福建省养老康复协会 陈强（副秘书长） 13705975963

15 江西省 14360000
江西省社会福利工作协

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刘茜（负责人） 13879126868

16 山东省 14370000 山东省老年产业协会 白玉光（会长） 13805412491

17 河南省 14410000
河南民政职业能力建设

中心
王战朝（理事长） 13838367996

18 湖北省 14420000
武汉炎黄创新科技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
靳延安（副总） 15327205939

湖北省

（中南考

区）

19 湖南省 14430000
湖南省社会养老服务协

会
龙岳华（会长） 18874716100

20 广东省 14440000
深圳市居家养老发展促

进会
梁日红（会长） 18617196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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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深圳市 14441000 深圳健康养老学院
杨秋婷（培训部副部

长）
13828779669

大湾区

及港澳台

地区

22
广西壮族自

治区
14450000

南宁市鑫力荣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林融（培训中心主

任）
15877126644

23
广西壮族自

治区
14451000

北海市海城区海合老年

公寓
徐强（主任） 18977162525

北部湾区

（北海、钦州、

玉林、贵港、

桂林、贺州）

24 海南省 14460000 海南省托老院 周诗铭（干事） 15607572377

25 重庆市 14500000
青鸟寿尔康（重庆）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
余海燕（副总经理） 13330221656

26 四川省 14510000
成都高新区至善社区服

务发展中心
徐源（副主任） 18123370358

27 贵州省 14520000
贵州学道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钟星(总经理) 15338509727

28 云南省 14530000
云南育华现代职业教育

评估中心

李敏君(项目评估专

员)
18213932570

29 陕西省 14610000 陕西工运学院
包丽萍(培训部主

任)
13891850301

30 甘肃省 14620000
兰州大学应用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李惠菊(教授) 13519640618

31
宁夏回族自

治区
14640000

石嘴山市青鸟颐居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

张军帅(培训部部

长)
15689999831

32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14650000 乌鲁木齐市养老福利院 刘静(培训部主任) 18129318072

10.3 地市级院校考核点组织

10.3.1 地市级院校考核点组织职责

10.3.1.1 负责本考点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考务、考场、服务和保障人员

选配等工作；

10.3.1.2 为参加考试的人员提供咨询服务，负责本校学生考生的报名及资格审核；

10.3.1.3 负责本考点内考评人员（含考务考评员、考务技术员、监考人员、安保人员

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调配和使用；

10.3.1.4 负责考点内考场的技术支持、考场管理、考场安全等，负责考点技术保障工

作，保证考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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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5 协调省级考核站、检查督导员、考评组长，处理、及时上报考试期间本考点

发生的重大问题。

10.3.1.6 承担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其他有关工作。

10.3.1 地市级院校考核点组织名单（147 所，见表 12）

表 12 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区地市级院校考核点名单

序号 省(市、区) 考核点代码 院校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2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3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4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5 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6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

7

天津市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8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9 天津市职业大学

10

河北省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11 石家庄文化传媒学校

1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4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5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6

山西省

山西省长治卫生学校

17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18 运城护理职业学院

19

辽宁省

朝阳市卫生学校

20 辽宁省辽阳中医药学校

21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22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23 铁岭卫生职业学院

24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

25

吉林省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6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27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28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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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市、区) 考核点代码 院校名称

29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0

黑龙江省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31 黑龙江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32 齐齐哈尔市卫生学校

33 牡丹江市卫生学校

34

上海市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35 上海健康医学院

36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37

江苏省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38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39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40 无锡太湖学院

41 钟山职业技术学院

42 江苏省徐州市中等专业学校

43 浙江省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44

安徽省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45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46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7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48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49 安徽省淮北卫生学校

50 安庆医学高科专科学校

51

福建省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52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53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54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55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56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57 厦门医学院

58

江西省

景德镇市卫生学校

59 九江市卫生学校

60 南昌市卫生学校

61 萍乡市卫生学校

62 上饶卫生学校

63
山东省

滨州职业学院

64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失智老年人照护职业技能：考生（2020 年 9 月 2.0 版） Q/ZFJK J006-2020 北京中福教科公司

—31—

序号 省(市、区) 考核点代码 院校名称

65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66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67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68 曲阜中医药学校

69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70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71 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

72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73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4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75 枣庄职业学院

76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77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78 临沂职业学院

79 滕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80 泰山护理职业学院

81

河南省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82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83 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84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85 黄河科技学院

86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87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88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89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0 邓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91
湖北省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92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93

湖南省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94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5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96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97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98

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99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

100 湛江中医学校

101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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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市、区) 考核点代码 院校名称

10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103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04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105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106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07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108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09 海南省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10

重庆市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11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12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113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14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115

四川省

成都医学院

116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7 合江县少岷职业技术学校

118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119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120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121 四川文理学院

122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3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124

贵州省

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25 贵阳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126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

127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8

云南省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9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0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31 陕西省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132 甘肃省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3 青海省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34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农业学校

135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36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137 青铜峡市职业教育中心

1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139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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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市、区) 考核点代码 院校名称

140 新疆职业大学

11 信息平台

11.1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简称 X 证书服务平台）

教育部委托国家开放大学开发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简称 X 证书服务

平台，https://vslc.ncb.edu.cn），2020 年 1 月 11 日起上线试运行。

https://vslc.ncb.edu.cn

11.2 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信息平台（简称学分银行信息平台）

教育部委托国家开放大学开发了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信息平台（简称学分银行信息平

台，https://www.ncb.edu.cn），2020 年 1 月 11 日起上线试运行。

https://www.ncb.edu.cn

11.3 北京中民福祉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简称失智

照护 X证书服务平台）

https://vslc.ncb.edu.cn
https://www.nc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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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托国家开放大学开发了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信息平台（简称学分银行信息平

台，https://www.ncb.edu.cn），2020 年 1 月 11 日起上线试运行。其中北京中民福祉教育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https://vslc.ncb.edu.cn/childIndex?orgCode=MA01K5836

11.4 教育部第二批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试点培训评价平台（简称失智照护 X 证书平台）

http://zmfz.bcsa.edu.cn/

11.5 教育部第二批失智老年人照护 1+X 证书试点培训评价组织网站与公众号

https://vslc.ncb.edu.cn/childIndex?orgCode=MA01K5836
http://zmfz.bcsa.edu.cn/
http://zmfz.bcsa.edu.cn/
http://zmfz.bcs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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