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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开展

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培训及等级认定的通知

为积极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

价制度的意见》（人社部发〔2019〕90 号）、《关于支持企业

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104 号）

文件精神，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和高质量开展技能人才评

价工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近期面向社会开展

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培训及等级认定考试，培训和认定考试

分别由亚泰集团子公司吉林亚泰职业培训学校和集团人力资源

部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0 日—2021 年 10 月 24 日，报名

人员可登录报名系统在线报名，佐证材料线上提报、线上审核及

线上缴费时间截止2021年 10月 25日15:00前，考试时间为2021

年 11 月 20 日（星期六）。考生可在 11 月 10 日后登录报名系统

自行打印准考证。

二、报名条件

基本文化程度应达到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医药商品购销员初级工：

连续从事本职业 2 年以上。

2、医药商品购销员中级工（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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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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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7 年以上。

（3）取得经人社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

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药学专业毕业证书。

3、医药商品购销员高级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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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社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药学专业毕业证书。

三、报名方式

微信识别下方二维码，进入报名系统，按提示完成信息填报。

要求考生本人如实申报个人资料并保证真实、无误，符合申

报级别的申报条件，考生本人对信息失真无法参加认定造成的后

果负责。

1、职业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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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等级、所在单位、文化程度按实际情况和申报要

求填报；

（2）考试分类（选择“正常”）。

2、信息认证

（1）身份证照片（正、反面）上传；

（2）户口所在地按实际情况填报。

3、附件上传

（1）近期白底免冠 1 寸标准证件照上传（准考证及证书打

印使用）；

（2）毕业证照片上传；

（3）学信网学历证书验证报告上传（PDF 格式，有效期 6

个月）。

4、信息确认

核对填报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输入联系电话获取并

输入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完成申报。

5、线上佐证材料（2021 年 10 月 25 日 15:00 前发至季晓枫

微信）

（1）学信网学历验证报告（PDF 格式，有效期 6 个月）或

高中、中专毕业证照片，命名方式“身份证号-1010-1”。

（2）有上一等级职业资格证书要求的提供技能人才评价证

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jndj.osta.org.cn/）查询结果截

图，命名方式“身份证号-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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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定费用

评价级别
收费标准/元

理论考试 技能考试 合计

五级（初级工） 100.00 200.00 300.00

四级（中级工） 120.00 280.00 400.00

三级（高级工） 140.00 360.00 500.00

五、认定内容、方式和时间

各级别理论知识、技能操作考试采用纸笔作答的认定方式，

具体如下：

职业 等级 认定内容 题型 认定方式 分值 考试时间

医药商

品购销

员

五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简答题 纸笔作答 100 90 分钟

技能操作 案例分析题、论述题 纸笔作答 100 90 分钟

四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简答题 纸笔作答 100 90 分钟

技能操作 案例分析题、论述题 纸笔作答 100 90 分钟

三级
理论知识 选择题、简答题 纸笔作答 100 90 分钟

技能操作 案例分析题、论述题 纸笔作答 100 90 分钟

六、成绩公布及证书发放

认定考试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发布成绩，成绩发布 5 日内

为成绩查询时间，考生如有异议可提交书面查询申请。

每个认定科目考试皆达到 60 分（含）以上者视为认定合格，

可获得相应级别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工本费 10 元），考生可根

据个人情况选择自取或邮寄，邮寄费用自理。

七、认定培训

1、培训形式

认定培训采取线上培训为主与线下辅导相结合的形式，结合

新冠疫情发展等实际情况，线下辅导时间及形式另行通知。

2、培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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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上培训费用

培训级别 线上培训收费标准/元

五级（初级工） 500

四级（中级工） 550

三级（高级工） 600

（2）线下辅导另行收费，收费标准另行通知。

（3）20 人以上团体报名，培训费优惠。

3、培训时间

10 月 28 日—11 月 20 日。

4、线上培训流程

（1）下载安装 APP

打开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安知”下载安装或手机浏览器

扫码安装。

（2）学员登录认证

进入【我的】页，点击头像或【请登录】，输入手机号获取

验证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点击【个人信息】进行认证、上传身份

证正反面。实名人脸认证照片要保证清晰，避免出现遮挡或多个

人脸。

（3）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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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我的课程学习，学习过程顺序观看，课程首次观看人脸

签到。看课过程中 2 次人脸扫描，确保人脸无遮挡、正对前置摄

像头点击确认，如认证失败视频停止播放，请点击播放按钮，此

时重新进行人脸扫面，认证成功后继续播放。

（4）培训要求

学员培训完成学时不得低于总学时 80%，每学时课后会有随

堂课后习题 2-5 道，供学员巩固学习成果；所有课程完毕会有课

后考试，完成课后考试为线上学习结束。

5、报名、缴费

认定培训本着考生自愿申报原则，培训学员培训费与认定费

一同缴纳，收据由吉林亚泰职业培训学校统一开具。

八、补贴政策

1、技能提升补贴

考生获得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可向社保所

在地社保局申领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时单位与个人均应不欠缴失

业保险费且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36 个月以上。目前，申领条件

已放宽至 12 个月以上，执行时间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补贴标准：五级 1000 元、四级 1500 元、三级 2000 元。

2、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

获得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员工所在企业可按

照长春市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相关政策获得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申请要求按长春市人社局培训补贴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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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补贴标准：五级 1200 元、四级 2200 元、三级 3000

元。

九、其他事项

1、报名人员应诚实守信，对报名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负

责。

2、根据报名人员情况以及政策或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考

试时间可能发生变化，具体内容将另行通知。

3、按疫情防控相关要求，考生在考试前确保完成两剂次疫

苗接种，考试当天提供近 48 小时内由吉林省检测机构出具的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考试。考生进入考场前需主动配合

工作人员测温，填写体温记录表，出示通信行程码、吉祥码（显

示金色外框为完成两剂次新冠疫苗注射），全程佩戴口罩。考生

应仔细阅读并签署附件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如实填报附件 2 《行程轨迹、体温监测记录单》，考试当天上

交考场工作人员。

4、联系人：季晓枫，咨询电话：18686612291（微信同步）。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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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正、反面打印）：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开展
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告知暨承诺书

1、考生应及时拨打吉林省卫生热线（0431-12320）了解长春市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须进行隔离观察的，要提前到达长春市按要求报备

并隔离观察，并于考试当天出示解除隔离证明。不能出示解除隔离证

明的，不能参加考试。正处在隔离观察期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

2、考生应在 11月 6日前（含）通过微信添加“吉事办”小程序

或下载安装“吉事办”App 实名申领“吉祥码”（技术咨询电话：

0431-12342），并以注册“吉事办”手机号申领“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3、考试前，考生进入考点时须出示本人实名认证的“吉祥码”“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并进行测温，填写体温记录表。考试当天提供近

48 小时内由吉林省检测机构出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

考试。

4、考试期间，考生本人实名认证的“吉祥码”“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正常，但经现场测量体温异常，或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考生，

须经评估是否具备正常参加考试的条件，经现场确认可以参加考试的，

须按规定到指定隔离考场参加考试，经现场确认不得参加考试的，须

服从防疫工作安排。

5、考生须打印《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开展医

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生行程轨迹、体温监测记录单》，

并从11月 6日开始每日详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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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生应自备符合防疫要求的一次性医用口罩，除身份确认需摘

除口罩以外，应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

7、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落实防疫措施，必要时将对考试时间

及有关工作安排进行适当调整，请广大考生理解、支持和配合。

8、考生须认真阅读并签署本《告知暨承诺书》，知悉告知事项、

证明义务和相关要求。自愿承担因不实行为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并接受

相应处理。凡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

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查、送诊等情节严重的，取

消考试资格，如有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9、考生须于考试当天将本人签署的《告知暨承诺书》、《吉林亚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开展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考生行程轨迹、体温监测记录单》上交考场工作人员。

请参照下面划线这段话填写此告知暨承诺书：我已认真阅读并知

晓以上告知事项，严格遵守以上要求。否则，自愿承担一切后果。

我 郑 重 承 诺 ：

考生签字： 身份证号： 手机号：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开展
医药商品购销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生行程轨

迹、体温监测记录单
（请在考试开考前将此表交给本考场监考人员）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现住址 同住人员

有无下列情况（没有填“无”，有填对应序号）：①确诊病例②无症

状感染者③疑似病例④密切接触者⑤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11 月 6 日（含）后有无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

11 月 6 日（含）后有无国（境）外旅居史

监测日期 早体温 晚体温 活动地点
直接接触密切接

触人员
健康状况

11 月 6 日

11 月 7日

11 月 8日

11 月 9日

11 月 10 日

11 月 11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3 日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16 日

11 月 17 日

11 月 18 日

11 月 19 日

本人承诺：以上个人填报的信息属实，如有虚报、瞒报，愿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本人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