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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 1+X 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下

简称“本证书”）考核站点的遴选、认证、建设与管理工作，本证书培训评价组织

（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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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成〔2019〕6

号）及相关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申请成为本证书考核站点的单位、已获得考核站点认证

资格的院校，以及参与考核站点相关工作的人员。

第二章 考核站点认定程序

第三条 申请单位按照考核站点遴选要求自愿申报，提交如下支撑材料（需加

盖申请单位公章）。

（一）《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申请表》。

（二）申请单位的法人资格证书（试点院校无需提供该证明文件）及考核站点负

责人身份证复印件（试点期间暂不支持非试点院校和企业单位申报考核站点）；

（三）申请单位的考核场地环境及配套设备设施照片。

（四）考核站点相关管理制度、安全制度、保密制度等各项保障制度，相关国家

级统一考试的组织经验。

第四条 申请单位向培训评价组织提交申请资料后，登录职业等级证书信息管

理平台上的试点院校界面，填写并提交“申报考核站点”表格。培训评价组织对申

报材料进行审核和实地考察，审核结果将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自

动生成，申请单位自行登录查看。

第五条 获批考核站点资质的单位可面向本院校、社会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多平

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务组织实施工作。

第六条 获批考核站点资质的单位，考核站点运作期间涉及的考场租赁费、相

关考务保障费（含报名、考场布置、监考和考务管理、设备调试、耗材、安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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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核站点所得，具体细则见考核站点合作协议。

第三章 考核站点建设标准

第七条 申请考核站点的单位需要满足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业技能等

级考试考点遴选标准及建设要求。

第八条 1+X 证书制度试点期间，考核站点遴选优先从试点院校中产生，原则

上有试点院校的地级市至少设置一个考点，且鼓励试点院校均报考成为考点。

第九条 考核站点基本要求：

1、具备办学许可的法人单位，已经开设财经商贸类专业（跨境电子商务、电

子商务、移动商务等）、经济贸易类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等）、语言

类专业（商务英语等）及工商管理类（市场营销专业），相关专业年招生人数不少

于 40 人，具备相关职业技能认证考评经验。

2、满足条件的考试场地（含软硬件设备设施）不少于 1 间。每个考场（机房）

需配备相应的软硬件设备（详见附件“考核站点设施设备具体要求”），能够同时

满足 40 人进行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每个考位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1 米（或隔位

而坐）。考场需设立至少一间考务办公室，供考务人员举行考前会议、办公及休息。

3、具备完善的考务组织管理团队，专兼职团队不少于 6人，具体要求详见“二、

考务管理人员要求”，团队人员应具备考试考务组织实施的管理经验。

4、考场设置相对集中，建筑安全、照明、消防、通风、卫生等设施须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

5、具备应急安全疏散条件，具有由有关部门鉴定合格的安全区域和应急疏散

通道；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机制，没有发生过考题泄露、考场踩踏等安全事故；

6、具有稳定的供电系统。条件允许时可采用双路供电系统以保证考试持续进

行，还需配套不间断电源，确保所有考生计算机在运营状态下不少于 3个小时的持

续供电；

7、具备安保、后勤、医疗等服务条件。能够充分调动相关资源，为考核工作

提供保障。

第十条 考务管理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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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务组织架构

考点具备完善的组织机构，配备齐全的考务管理团队。（专兼职团队不少于 6

人，其中 1名组长、1名巡考人员、N名监考人员、1名考务执行人员、1名技术支

持人员、1名考务后勤保障人员），团队负责人应具备考试考务组织实施的管理经

验。

（二）考务管理人员的职责

1、考务工作组长是考核站点考核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统筹考点考务管理

工作，保障考务工作团队严格执行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要求。

2、巡考人员是检查监考人员职责履行情况，维护考场秩序和考场纪律，确保

考试质量。每个考点院校设置 1名巡考人员，完成巡考任务。

3、监考人员是考场的执法者，是考试实施真实有效的鉴定人。每个标准考场

设置 1名监考人员，认真履行监考职责，严格遵守监考工作流程，完成监考任务。

4、考务执行人员根据考务工作组长下发的工作安排做好考前、考中、考后等

考场相关工作，包括布置考场、发布考试信号、考场巡考、清点考试记录等。

5、技术支持人员负责考场视频监控系统及考试设备性能、指标的校验、调试、

管理、维护和维修等工作，并对考场监控视频、机考信息进行存储和保管，保障考

试过程各项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

6、考务后勤保障人员协助工作组长处理考点、考试现场突发事件，保障考试

安全及医疗等后勤问题。

第十一条 考核站点设施设备具体要求

（一）考核站点考场部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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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站点每个考场配备 1台监考机和 40 台考生机（均为 PC 机）。考场部署图

详见下图：

（二）考核站点设施设备具体要求

1、考生机配置要求

配置要求 数量

要求
备注

推荐配置 最低配置

1.CPU：英特尔 Corei5 或以上；

2.内存：8GB 或以上；

3.硬盘：500GB 或以上，固态硬盘最佳；

4、网卡：千兆有线网卡；

5、显示器：19 寸以上宽屏(16:9)，分

辨率不低于 1440×900；

6、可网络同传考试环境，考试时关闭

USB 接口，停止软硬件还原。

1.CPU：英特尔 Corei3；

2.内存：4GB；

3.硬盘：500GB；

4.网卡：百兆有线网卡；

5.显示器：19 寸以上宽屏(16:9)，分

辨率不低于 1440×900；

6.可网络同传考试环境，考试时关闭

USB 接口，停止软硬件还原。

不 少

于 40

台

1. 考 生

机 要 能

接 入 互

联网

2.主机、

键盘、鼠

标、显示

器 等 各

子 设 备

工 作 正

常

3. 考 生

机 数 量

软件配置

1.操作系统：Windows 7 至 10(中文版 64 位)；

2.浏览器：谷歌浏览器 Chrome 稳定版 87 或以上版本；

备用火狐浏览器 firefox 稳定版 90 或以上版本；

3.输入法：搜狗拼音、搜狗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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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台及

以上

4.办公软件：Microsoft Office 2010 至 2016（Word、PPT、Excel）；

5.解压缩软件：WinRAR6.0 或以上版本

以上常用软件由考点自行安装不提供安装包，禁止安装任何通讯软件。

2、监考机配置要求

配置要求 数量

要求
备注

推荐配置 最低配置

1.CPU：英特尔 Corei5 或以上；

2.内存：8GB 或以上；

3.硬盘：500GB 或以上，固态硬盘最佳；

4.网卡：千兆有线网卡；

5.显示器：19 寸以上宽屏(16:9)，分辨

率不低于 1440×900；

6.局域网要求：和考试机在一个局域网

内，IP 地址处在同一网段 ，IP 地址要

固定

7.可网络同传考试环境，考试时关闭 USB

接口，停止软硬件还原。

1.CPU：英特尔 Corei3；

2.内存：4GB；

3.硬盘：500GB；

4.网卡：百兆有线网卡；

5.显示器：19 寸以上宽屏(16:9)，分

辨率不低于 1440×900；

6.局域网要求：和考试机在一个局域

网内，IP 地址处在同一网段 ，IP 地

址要固定；

7.可网络同传考试环境，考试时关闭

USB 接口，停止软硬件还原。 1台

1. 监 考

机 能 访

问 考 生

机

2. 连接

的 考 生

机越多，

监 考 机

配 置 要

越高

3.主机、

键盘、鼠

标、显示

器 等 各

子 设 备

工 作 正

常

软件配置

1.安装电子教室软件，用于考试前资料下载分发，开始、结束时控制考生屏幕，

考试时实时查看监控考生屏幕，考试后各种考生数据上传等操作。

2.操作系统：Windows 7 至 10(中文版 64 位)；

3.浏览器：谷歌浏览器 Chrome 稳定版 87 或以上版本；

备用火狐浏览器 firefox 稳定版 90 或以上版本；

4.输入法：搜狗拼音、搜狗五笔；

3、网络环境配置要求

配置要求 数量

要求
备注

推荐配置 最低配置

1.机房需采用千兆网络布线、千兆交换机、

千兆路由器组成千兆局域网，需要连接外网

（至少 100M 或以上带宽）；

2.局域网内的考生计算机需与考试网站互

通，可通过路由器管理局域网内计算机 IP

及考试时禁止非考试网站访问。

1.机房需采用百兆网络布线、百兆

交换机、百兆路由器组成百兆局域

网，需要连接外网（至少 100M 或

以上带宽）；

2.局域网内的考生计算机需与考

试网站互通，可通过路由器管理局

域网内计算机 IP 及考试时禁止非

考试网站访问。

满足

配置

即可

/

4、其他设备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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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数量

要求
备注

监控设备

每个考场安装不少于 2个监控摄像头，能够实现考试全过程的音视

频信息采集与存储。摄像头不低于 200 万像素，1080P，分辨率

1920*1080。

1 套 /

多媒体设备
多媒体中控讲台、电子白板或投影仪（含幕布）、无线或有线话筒、

音响等。
1 套 /

考试上网行

为管理路由

器

1.ACL 防火墙：IP 过滤、URL 过滤（支持通配符）、DNS 过滤、关

键字过滤；

2.访问控制策略：基于内网用户/地址/时间段的访问控制策略

3.上网行为管理：基于内网用户/地址/时间段的上网行为管理

4.域名过滤：基于内网用户/地址/时间段的域名过滤，域名过滤通

告

5.WEB 管理：支持

6.远程管理：支持

7.其他：有固定局域网 IP 地址，需要连接外网（至少 100M 或以上

带宽）

1 台 /

考试平台

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考试软件主要功能如下：

1.在线考试中心系统实现无纸化、网络化、自动化的计算机在线考

试模式；

2.系统具备严谨的数据库加密技术，界面友好而美观，操作易于上

手，使用者在 IE 环境下可直接使用本系统进行考试，实现多角色

的用户体系设计：管理员、评委、考生。

3.支持 eBay、Amazon、AliExpress、Lazada、Shopee 多平台分离

选择进行考试；

4.具有试卷内容一致、乱序、不一致、随机组卷 、人工组卷、自

定义抽题、规则百分比等灵活的组卷模式。

5.支持试卷管理、题库管理、考试管理、多系统管理、成绩管理。

1 套

培训评

价组织

提供

第四章 考核站点工作职责

第十二条 考核站点负责建设和完善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证书的考核配套设施、设备。

第十三条 考核站点在培训评价组织核定的范围内，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考试管

理规定以及本培训评价组织制定的考务工作管理办法，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全面负

责本站点的考核管理工作。

第十四条 考核站点负责做好本站点考生咨询、考生报名资格审核、考核组织

与实施、考核情况记录，及其他相关信息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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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考核站点应加强对站点内考务工作人员进行考核业务和职业素养

培训，并参加来自培训评价组织的考务组织培训。

第十六条 考核站点应定期总结 1+X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考试的考务工作情况，不断提升考核管理能力。

第十七条 考核站点应自觉维护本证书的声誉，不得出现有损证书声誉的事件。

第十八条 考核站点应自觉接受培训评价组织和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章 考核站点评估管理

第十九条 培训评价组织依据1+X跨境电子商务多平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相关规定对考核站点考务实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第二十条 检查评估工作不定期开展，考核站点须根据培训评价组织制定的检

查评估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检查评估汇报材料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检查

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考试场地及设备设施情况、考务组织情况、考试违纪违规及

考试事故等。

第二十一条 培训评价组织根据考核站点提报的汇报材料，对考核站点进行综

合能力评估，对于评估不合格的考核站点给予警告、暂停考试、限期整改等，整改

后仍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考核站点认证资质，并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平台

报备。

第二十二条 考核站点在没有组织考试的情况下，可以向优优汇联培训评价管

理中心申请退出，对同意申请退出的考核站点，将不再承担考务组织实施工作。

第二十三条 考核站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撤消其资格：

（1）两年内未能正常开展工作的；

（2）未按考核标准及制度组织实施，提供后续服务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培训评价组织制定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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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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