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22 年第四期“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公告 

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规程（试行）》和《浙江省社

会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操作指南（试行）》文件要求，我

协会作为首批省属社会评价组织（机构代码:S000033001034），

将于 2022年 12月开展第四期“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具体考试安排如下： 

一、2022 年 12 月认定计划 

工种 等级 
报名 

开始时间 

报名 

截止时间 

初审 

截止时间 

准考证 

下载时间 

成绩 

公示时间 
考试日期 

健康管理师 三级 
2022/10/27 2022/11/22 2022/11/28 2022/12/7 2023/1/3 2022/12/17 

公共营养师 三级 

健康管理师 二级 

2022/10/27 
2022/11/27 

 

2022/11/29 

 

2022/12/7 

 

2022/12/22 

 

2022/12/17 

 
公共营养师 四级 

公共营养师 二级 

二、申报条件 

职业名称

/等级 
申报条件 

公共 

营养师 

（四级） 

公共营养师（四级/中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相关职业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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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含)以上，经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正规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

证书。 

(2)取得相关职业五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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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经本职业四级/中级工正规培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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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规定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 年（含）以上。 

(5)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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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 

营养师 

（三级） 

公共营养师（三级/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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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正规培训达到规定学时数，并

取得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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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含)以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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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

毕业生)。 

(4)具有大专及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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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具有大专及以上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

上。 

(6)具有大专及以上非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正规培训达到规定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公共 

营养师

（二级） 

公共营养师（二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 经本职业二级/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

定学时数， 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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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

校、 技师学院、 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

以上；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本专业

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毕业生，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 年（含）以上； 或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非本专业且非相

关专业大专及以上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 

健康 

管理师 

（三级） 

健康管理师（三级/高级），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具有医药卫生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 

（2）具有非医药卫生专业大学专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以上，经健康管理师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具有医药卫生中等专科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以上，

经健康管理师三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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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管理师 

（二级） 

健康管理师（二级/技师），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三级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 

(2)取得三级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经健康管理

师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3)具有医药卫生专业本科学历证书，取得三级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 4 年以上。 

(4)具有医药卫生专业本科学历证书，取得健康管理师三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

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二级健康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

书。 

(5)取得医药卫生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经二级健康管理师正规培

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6)具有医药卫生专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三、认定方式 

三级、四级考试科目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均采用

机考形式，每门科目满分 100分，成绩皆达 60分（含）者为

合格。 

二级考试科目分为理论考试、技能考试和综合评审，每

门科目满分 100分，成绩皆达 60分（含）者为合格。 

四、报名方式 

工种 等级 报名方式 

健康管理师 三级 

1. 报名平台：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

https://zynl.rlsbt.zj.gov.cn/002/client/index2.jsp 

2. 报名流程：考生注册个人账号→登录→技能评价报名

→搜索“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查找考试

计划→点击【马上报名】→上传证件照→填写报名信

息，上传附件（PDF 格式）→扫码签字→提交报名。 

3. 纸质资料：邮寄至协会人才评价办公室 

4. 团体报名同时提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信息汇总

表》，发送邮件至 zjhpa2006@126.com 

公共营养师 三级 

健康管理师 二级 1. 电子资料：发至协会邮箱 zjhpa2006@126.com。 

2. 纸质资料：邮寄至协会人才评价办公室。 

3. 团体报名，请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前提交报名材

料。 

公共营养师 四级 

公共营养师 二级 

五、报名材料 

https://zynl.rlsbt.zj.gov.cn/002/client/index2.jsp
mailto:发送邮件至zjhpa200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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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报名系统更换，请各位考生按照对应要求提交报名

资料。 

职业 

（工种） 

等

级 
电子报名资料 纸质报名资料 备注 

健康管理师 
三

级 
1. 身份证正反面 

2. 学历证明 

3. 培训结业证书 

4.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1. 身份证正反面 

2. 学历证明 

3. 培训结业证明 

4. 职业资格(技能

等级)证书或专

业技术职称证书 

1.新系统报名 

2.附件材料：仅

支持上传一个

PDF，内存小于

20MB 
公共营养师 

三

级 

健康管理师 
二

级 

1.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2. 2 寸白底彩色证件照 

3. 身份证正反面 

4. 学历证明 

5. 培训结业证书 

6.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7.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信

息汇总表 

1. 职业技能等级认

定申报表 

2. 身份证正反面 

3. 学历证明 

4. 培训结业证明 

5. 职业资格(技能等

级)证书或专业技

术职称证书 

1.老系统报名 

2.所有电子报名

资料要求为 JPG

或 JPEG 格式 

3.与申报条件无

关的材料，无需

填写与提交 

公共营养师 
四

级 

公共营养师 
二

级 

六、认定费用 

通过初审的考生，请于 11月 30日前缴纳认定费，具体

费用缴纳方式联系人才评价办公室。 

工种 等级 鉴定收费标准（元） 

公共营养师 

二级 580 

三级 385 

四级 265 

健康管理师 
二级 580 

三级 385 

七、证书颁发 

通过考核的考生，由协会颁发证书，可在技能人才评价

证书全国联网

（http://jndj.osta.org.cn/）

和浙江省职业能力建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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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yjn.zjhrss.gov.cn/osta/page/stu/jdjhCertQuery.jsp）查询证书

信息。 

八、其他说明 

1.为提升认定质量，同一工种、等级认定申请人数不

足 20 人，进行资源统筹、调整认定时间，如遇认定量较大

等特殊情况，需分批、分天、延迟考核的，报省技能中心

确认后实施。 

2.如遇重大政策变动、认定许可调整及不可抗拒原

因，我们将及时调整（取消）认定计划并按有关规定执

行。 

3.问题咨询 

健康管理师：赵王芳 0571-85871051、18768162150 

公共营养师：黄  姗 0571-87962842、15950526965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费家塘路新天地商务中心 12幢 10楼。 
 
 
 

附件：1.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2.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信息汇总表 

 

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2022 年 10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