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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百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百消职[2021]03 号

关于举办 2021 年度第 03 期

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培训的通知

成都百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是百安集团和成功消防器材

有限公司投资筹建，经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金牛区工商局

核准登记的一所民办消防安全职业培训学校，是四川消防协会理事成员单

位。学校位于成都市中环路外侧的金府路239号独立的百安消防大楼内，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方便。学校秉承“服务、诚信、专业、创新”的办

学理念，在教学上聘请消防界权威的专家、学者和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一

线人员进行理论和实践教学，确保师资队伍专业化；在设施上配齐配全各

类消防设施，功能分区明显，设备适时更新，实现了设施建设规模化；在

教学管理上严格实行校长负责制，招生、教学、教务、财务各部门协调配

合，促进办学秩序规范化。经过学校的不懈努力，成效明显，职业鉴定通

过率高，社会反响良好。

2020年1月1日，新国标《消防设施操作员》正式实施。原职业标准划

分“消防设施监控操作和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两个方向。新标准要求，

原持初级（五级）证书的人员，只能操作不具备联动控制功能的区域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其他消防设施，监控、操作设有联动控制设备的消防控制

室和从事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的人员，应持中级（四级）及以上等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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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这就意味着大量已取得初级证书的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其持证等级

已不符合从业要求，需考试升级至中级方可持证上岗。消防设施操作员中

级的需求量急增，成为职业资格的重点推广和普及级别。根据2021年培训

计划以及社会单位培训需求情况，学校制定了2021年第3期培训计划，现将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招生对象

从事建（构）筑物消防设施设备运行、操作和维修、保养、检测等工

作的人员。

具体为消防安全检查人员；建筑消防设施操作与维护人员；建筑消防

施工安装人员；消防设施检测评估人员；消防安全负责人；物业消防安全

员及保安员等；消防从业人员；从事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人

员或其他自愿参加培训的人员。

二、培训招生条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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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年满 22 周岁。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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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培训内容

依据新国家标准《消防设施操作员》，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培训

课程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两个部分：

（一）理论基础知识：职业道德、消防工作概述、燃烧与火灾基本知识、

建筑防火基本知识、电气消防基本知识、消防设施基本知识、初起火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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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基本知识、计算机基础知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以及技能操作的理论

知识。

（二）技能操作（培训时间另行通知）：

1.消防设施监控操作：设施监控、设施操作、设施保养；

2.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设施操作、设施保养、设施维修、设施检

测。

四、培训形式

班型一：理论+实操面授

学员到校集中学习，由学校核心讲师悉心讲授理论考试的重点、难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学习。时间为五天。实操面授，时间为三天。

班型二：理论网课+实操面授

我校组织专门的团队，研发了线上培训平台，上传了网课以及最新题

库。凡报名参加我校消防设施操作员的学员，均可先登录我校官网和微信

公众号，进行网上学习和刷题。

以上班型均提供新版教材、线上理论授课视频、配套习题集、模拟试

卷和实操考试指导手册。

五、收费标准

按照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标准和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消防设施

操作员考前培训班每人每期收费标准如下：

班型一：

1.学员食宿自理

培训费 2200 元+鉴定费 360 元=2560 元；

2.学校负责食宿

培训费 2200 元+鉴定费 360 元+5 天食宿（200 元/天/人）=3560 元。

实操强化冲刺期间学员食宿自理。



第 4 页 共 12 页

班型二：

1.学员食宿自理

培训费 1800 元+鉴定费 360 元=2160 元；

2.学校负责食宿

培训费 1800 元+鉴定费 360 元+3 天食宿（200 元/天/人）=2760 元。

六、报名时间、方式及地点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班型一从即日起至开班当日上午9时前可电话、

微信、现场报名，也可于工作日带齐报名相关资料（具体内容见注意事项）

到现场报名、报到。班型二从即日起随时接收报名，报名方式同班型一。

（二）现场报名地点：成都百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成都市金牛

区金府路239号（百安消防大楼内一楼）】

七、课程时间安排

上午：09:00─12:00

下午：13:30─18:00

（具体安排见课程表）。

八、开票说明及缴费方式

1、学校仅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请提供：单位全称、税号；

2、缴费实行银行转帐或现场缴纳（现金/微信/支付宝）两种方式缴费。

培训费+鉴定费转入账户

账户名：成都百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

帐 号：630512601

微信支付： 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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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金牛区金府路239号（百安消防大楼内）

联系电话：18889090088 杨校长

18828081187 蒲老师

19938809119 王老师

18582554119 夏老师

成都百安消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2021 年 0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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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百安消防培训学校的优势

（一）办学条件正规：学校既是

四川省消防协会理事单位，也是四川省

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认证学校。所属公

司专业从事消防工程设计、施工，消防

装备生产、销售，消防设施维保检测、

消防教育培训、消防技术咨询和消防安

全评估 10 余年，积累了丰富消防专业知识和经验。目前学校不仅开设了消防设

施操作员、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等培训项目，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

要，还将拓展到二级建造师等项目，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同步。

（二）师资力量雄厚：老师团队

中既有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教授、四川省

消防学校专业老师，也有经消防部队培

养的专业骨干，还有多年从事消防工程

设计、施工和消防装备生产的专业消防

工程师。其中高等学校消防工程系副教授 1人，四川消防学校资深讲师 2人，一

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6 人，给排水工程师兼电气工程师 1 人，建造师 1 人。

（三）教学设施先进：学校拥有一流的消防设施实操教学基地。700 平米

的教学场地按模块设置了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喷水灭火、气体灭火等消防系统，

以及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灭火器等各类常规器材；完全具备教学所需设施和器

材。学校组织专门技术团队研发了线上培训平台、刷题小程序，上传了网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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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新版教材相配套的练习题库，免费提供线上网课和练习题、模拟题等，对提

升学员学习成绩和考试通过率有极大帮助。

（四）联合办学突出：学校成立以来，主动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

消防工程公司、物业管理协会、保安服务

公司等 100 多家单位签订培训合作协议，

并培训了消防设施操作员 4000 余人，社

会化培训 10000 余人，先后为各合作单位

输送了大量优质的消防设施操作和维护

保养人才；今年还与十余家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战略合作、联合办学。

（五）培训成果显著：学校自建校以来，始终坚持“学校服务学员、教学

保障通关、人才回馈社会”这一理念，在老师的精心授课和学员的勤奋学习下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学校平均通过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5%。2019 年国考通过率高

达 83.5%，居全省前茅。学校始终把培育

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作为培

训的重要内容，毕业学员的业务能力和

职业操守均得到了业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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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表（班型一）

时间 授课内容 教员

第一天

上午（9:00—12:00）
开学典礼

基础知识模块一：职业道德

杨杰

袁开明

下午（13:30—17:00）
基础知识模块二：消防工作概述

基础知识模块三：燃烧和火灾基础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第二天

上午（9:00—12:00） 基础知识模块四：建筑防火基础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下午（13:30—17:00） 基础知识模块五：电气消防基础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第三天

上午（9:00—12:00） 基础知识模块六：消防设施基本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下午（13:30—17:00） 基础知识模块六：消防设施基本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第四天

上午（9:00—12:00）
基础知识模块七：初起火灾处置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模块八：计算机基础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下午（13:30—17:00） 基础知识模块九：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袁开明

田家宇

第五天

上午（9:00—12:00）

中级篇模块一：设施监控

中级篇模块二：设施操作（项目 1、2）

中级篇模块二：设施操作（项目 3）

袁开明

李 桃

下午（13:30—17:00）

中级篇模块三：设施保养

中级篇模块四：设施维修

中级篇模块五：设施检测

结业典礼

袁开明

李 桃

杨 杰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表（班型二）

时间 授课内容 教员

第一天

上午（9:00—12:00）
开学典礼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操作技能

杨杰

袁开明

下午（13:30—17:00）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操作技能
袁开明

李 桃

第二天

上午（9:00—12:00）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操作技能
袁开明

李 桃

下午（13:30—17:00）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操作技能
袁开明

李 桃

第三天 上午（9:00—12:00）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操作技能 袁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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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桃

下午（13:30—17:00）
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操作技能

毕业典礼

袁开明

杨 杰

消防职业技能培训报名需准备资料

（1）本人身份证的双面彩色复印件、双面彩色照片（正反面分开拍照）、

身份证原件

（2）本单位出具的在消防岗位连续工作经历证明每人 1 份（内容不填，只

需盖上学员本单位公司公章，填写范本见附件1，工作证明盖章模板见附件2）

（3）红底小2寸近期免冠彩色证件照4张，电子档照片1份(必须交)，文件格

式为 JPG 格式，分辨率不小于118*146

*照片电子档模板（红底小2寸、4张）

*身份证正反面彩色扫描件模板(正反面分开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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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工作证明模板请打印下一页

工作经历证明 （模板）

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四川）站：

兹有我单位 XXX (同志)在 XXXXX 部门，从事 消防安全检查人

员 工作，专业年限为 6 年，现申请参加消防设施操作员 (工种)级职业资

格考试。

特此证明。

备注：

此证明仅作报考职业资格证书凭据，不作其他用途。本单位承诺对此

证明真实性负责。

部门联系人：XXXX

联系电话：XXXXXXXX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部门填写内容：不限。

2、从事工作从以下内容选取：（1）消防安全检查人员；（2）消防控制室监控人员；

（3）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3、工作年限必须填写 6年以上(含 6年)。

4、部门联系人和电话填写本部门联系人的姓名以及电话，不能填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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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证明

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四川）站：

兹有我单位 (同志)在 部门，从事 工

作，专业年限为 年，现申请参加 (工种) 级职

业资格考试。

特此证明。

备注：

此证明仅作报考职业资格证书凭据，不作其他用途。本单位承诺对此

证明真实性负责。

部门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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