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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2022 年度职业技能
等级评价计划的公告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山东省第二批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单的通知》（鲁人社字

〔2022〕16 号）和《关于同意山东省商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工作的函》，山东省商会作为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

准的第三方评价机构，为切实严谨做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现公布 2022 年度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计划。

一、评价职业（工种）及等级

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编码 工种名称 技能等级

1 营销员 4-01-02-01 5、4、3

2 电子商务师 4-01-02-02 5、4、3

3 收银员 4-01-02-04 5、4、3

二、评价方式

评价包括理论知识和业务实操两部分内容，评价均采用机考

方式，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到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三、评价流程

1.考生报名

（1）考生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系统（微信小程序或

者 PC 端）进行报名；

（2）考生报名上传考生个人资料；

（3）后台进行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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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生资料审核合格后缴纳报名费，缴费成功生成准考

证号并确定时间和考试场次。

2.考生考试

（1）考生提前 30 分钟到达考场，进行考生信息验证，人脸

识别、身份认证、进入考场；

（2）监考人员宣读考试纪律；

（3）考试

3.考生成绩上传

成绩合格考生考试成绩上传山东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

平台系统备案。

四、评价结果公布

考试结束 15 工作日之后可到报名微信小程序或山东省商会

官方网站查询或下载职业资格证书。

五、评价计划

2022 年下半年计划组织 3-5 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考

试时间另行通知。考试时间一般优先安排节假日，考生与考试计

划公布 15 日之内提交考生报名资料。因疫情原因等不可抗力因

素考试时间如有调整，以商会网站公布为准。

考试计划 计划时间

第一次计划 2022 年 10 月

第二次计划 2022 年 11 月

第三次计划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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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试地点

济南市

七、收费标准

为科学有序的开展技能等级认定评价工作，根据“以收抵支，

收支平衡”以及考生自愿的原则，特制订收费标准。

职业名称 技能等级 收费标准 补考收费标准（单科）

营销员

五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四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三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电子商务师

五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四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三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收银员

五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四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三级 520 元/人 260 元/人

备注：考生初次考试成绩单科未合格，可在本年度内参加一次补考，

补考成绩合格可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合格证书；因个人原因弃考已缴费

则不予退还。

八、相关证明材料及要求

1.近期免冠 2 寸白底电子照片一份（jpg 格式，大小 20KB；

保存格式以身份证命名，带有 X 的全部使用大写"X"，不能使用

全角"ｘ"）；

2.本人身份证正反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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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人高中（含）以上学历（含中专）；

4.工作年限承诺书；（附件 2）

九、联系方式

赵文靖 0531-66699892，15066135523

孙欣欣 0531-66699891，15726159395

邮箱：sdssh2015@163.com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777 号鲁商国奥城 4 号楼

附件：1.报名条件

2.工作年限承诺书

3.参加职业技能评价个人承诺书

山东省商会秘书处

2022 年 9 月 30 日



5

附件 1：

报名条件

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职业技能鉴定有关工作要求，申报职

业技能鉴定人员具备以下条件：

（一）营销员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营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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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营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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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报四级（高级营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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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销员正规培训达规

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取得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

以上。

(4)取得营销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 年

以上。经营销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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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营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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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取得营销员四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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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以上。

(4)取得营销员四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营销员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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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销员三

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二）电子商务师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①或相关职业②工作 1 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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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

①本职业:电子商务师，下同。

②相关职业:营销员、商品营业员、摊商、互联网营销师、连锁经营管理师、采

购员、市场营销专业人员、商务策划专业人员、全媒体运营师、数宇化管理师、物流

服务师、广告设计师、商业摄影师、客户服务管理员、呼叫中心服务员、网约配送员、

易货师等，下同。

③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电于商务、跨境电于商务、市场营销、网络营销、

连锁经营与管理、国际贸易、工商企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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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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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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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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等级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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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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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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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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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本科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

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在电子商务工作岗位实习半年。
。①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电于商务、跨境电于商务、移动商

务、网络营销、直播电商服务、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客户信息服务、物流服

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酒店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应用等。

②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电于商务、跨境电于商务、移动商务、网络

营销与直播电商、农村电于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国际商务、市场营销、汽车

营销与服务、连锁经营与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电于商务技术、房地产经营与

管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等。

③本科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电于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全媒体电商运营、电

子商务及法律、工商管理、国际商务、市场营销、网络与新媒体、新媒体技术、国际

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大数据技术

与应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于科学与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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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银员

1.初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经本职业初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 2 年以上。

(3)本职业学徒期满。

2.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 年以上。

(4)取得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

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

书。

3.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

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6 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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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

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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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作年限承诺书
姓名： ，身份证号： ，

学历 ，现申请参加

职业 ，职业方向/工种 级职业资格考试，

从事本职业工作共 ，年，工作简历如下：

注 1、表格内考生信息应填写完整，字迹清晰，签名应签全名，否则不予受理。

2、此承诺书仅作报考职业资格考试凭据，不作其他用途。

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
单位所在市

（或县）

从事何种

岗位工作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本人知晓本职业（工种）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相关要求，承诺遵守职业技能

鉴定报考的有关要求，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工作履历真实，如有

虚假，愿意接受被取消申报资格、已参加考试则被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

绩、已获得证书被注销证书数据检索及职业证书资格等处理。

承诺人签名：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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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加职业技能评价个人承诺书
姓名： ；性别：□男 □女；

身份证号： ；

当前详细住址：

参加评价职业（工种）及等级：

当前所持山东省健康码颜色：□绿色 □黄色 □红色

本人按参加职业技能评价活动有关要求，为实现疫情联防联控，

群防群控，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 14天内无发热、持续干咳、乏力、呼吸困难等符合病

毒感染的症状。

二、本人愿意配合体温检测等鉴定现场防疫工作，并严格遵守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执行政府防止疫情传染和传播的措施。

三、本人将加强防疫知识学习，避免前往疫情中高风险地区，考

前主动减少外出和不必要的聚集、人员接触。考前 14天开始每日自

觉进行体温测量、记录及健康状况监测。

四、本人提交的健承诺内容完全属实,如因本人瞒报、谎报、乱

报或伪造信息等造成的后果由我本人负责，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

本人手机号码：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