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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认 定 报 考 指 南  

一、报考说明 

1.报考咨询 

考生请在报名前确认是否符合相关职业等级申报条件，可咨询协会人才评价办公室。 

健康管理师：赵王芳 0571-87231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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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报考方式 

报名平台：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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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方式：系统仅支持以考生个人账号进行报名；团体报名，请送考单位在报名前提

交《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信息汇总表》，发送邮件至 rencai@121jk.cn。 

4.报名资料 

① 白底证件照 

② 身份证正反面（省外户籍考生同时提交浙江省社保缴纳证明) 

③ 学历证明（2000年以后毕业提供学信网学历证明，可扫码查验；2000年以前毕业

的提供毕业证；中专学历须同时提供毕业证和学历真实性承诺书） 

④ 培训结业证书或（和）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4.报考审核结果 

考生网上报名后，预计在 5个工作日内收到审核结果通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

热线 12333 短信），同时可在一体化平台查询报名审核进度。 

5.报名缴费 

考生通过资格审核即可缴纳报名费，报名截止后 2个工作日内仍未缴费的视为放

弃考试，缴费详情查看第七部分《认定费用标准与缴纳说明》。 

6.当期批次认定人数不足时，则认定时间将相应推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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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或取消）认定计划并按有关规定执行。 

7.考试资讯可关注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官方网站

（http://www.zjhf.org/）和微信公众号“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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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条件 

（一）公共营养师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公共营养师四级/中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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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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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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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公共营养师三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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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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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及以上非本专业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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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大专及以上非本专业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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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公共营养师二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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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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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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健康管理师 

1.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健康管理师三级/高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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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健康管理师/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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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三、认定方式 

（一）考试科目与考试形式 

公共营养师（三级、四级）、健康管理师（三级）认定考试包含理论和技能两门科

目；公共营养师（二级）、健康管理师（二级）认定考试包含理论、技能和综合评审三门

科目。 

理论和技能均采用机考形式，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综合评审采用论文与现场评审的

形式，现场答辩限时 15分钟。 

每门科目满分 100分，每科成绩≥60分则认定成绩合格。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形式 

职业（工种） 等级 
考试科目 

理论 技能 综合评审 

公共营养师 

健康管理师 

二级 机考 120 分钟 机考 120 分钟 
论文 

现场答辩（15 分钟） 

三级 机考 120 分钟 机考 120 分钟 / 

四级 机考 120 分钟 机考 120 分钟 / 

 

（二）考试题型 

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理论与技能考试题型如下表，考试题型可能存在微调，以实

际认定考试为准。 

公共营养师理论与技能考试题型 

职业（工种） 等级 

理论（100 分） 技能（100 分） 

单选题 

0.5 分/题 

多选题 

1 分/题 

判断题 

0.5 分/题 
题量 

简答题 

10分/题 

计算题 

15分/题 

案例题/论述题 

15分/题 
题量 

公共营养师 

二级 120 题 30题 20题 170 题 4 题 1-2 题 2-3 题 8 题 

三级 140 题 20题 20题 180 题 4 题 1-2 题 2-3 题 8 题 

四级 160 题 / 40题 200 题 4 题 1-2 题 2-3 题 8 题 

健康管理师理论与技能考试题型 

职业（工种） 等级 

理论科目（100 分） 技能科目（100 分） 

单选题 

0.5 分/题 

多选题 

1 分/题 

判断题 

0.5 分/题 
题量 简答题 论述题 案例题 题量 

健康管理师 

二级 120 题 30题 20题 170 题 
3 题 

10分/题 

2 题 

15分/题 

2 题 

20分/题 
7 题 

三级 140 题 20题 20题 180 题 
2 题 

10分/题 

2 题 

25分/题 

2 题 

15分/题 
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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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统报名 

（一）账号注册与登录 

打开网页，输入网址 https://zynl.rlsbt.zj.gov.cn/002/client/index2.jsp，进入

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点击【个人用户登录】（图 1）。 

 

图 1 

进入登录页面（图 2），若考生已注册账号，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点击【登

录】，进入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个人基本信息”页面（图 3），点击【技能

评价报名】，进入“技能评价报名”页面 

 

图 2 

 

图 3 

https://zynl.rlsbt.zj.gov.cn/002/client/index2.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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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若无浙江政务服务网账号，请先完成账号注册。 

在登录页面（图 2）的右下角找到并单击【去注册】，进入注册页面（图 4）填写考生

信息，需考生本人手机号短信验证，完成注册后，请考生妥善保存账号和密码。 

 

图 4 

（二）查找评价计划 

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技能评价报名”页面，在搜索栏查找“浙江省健康

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页面显示（图 5）协会近期认定考试计划。 

 
图 5 

考生选择报考的职业（工种）与等级，点击评价计划，进入评价计划详情页（图

7），可了解评定计划基本信息（含报名时间、认定考试日期等）、认定范围、申报条件、

申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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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报名前，请先确认考试地点信息。 

 

图 6 

（三）考试报名 

评价计划详情页（图 6），点击【马上报名】，进入报名流程。 

1.上传证件照 

证件照要求为白底，格式应为 JPG或 JPEG 格式，文件大于 30K且小于 1M，大于

215*300（宽*高）像素，照片宽高比大于等于 0.65且小于等于 0.8。 

上传证件照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填写报名信息”页面（图 9）。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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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报名信息 

（1）考生基础信息 

系统自动填写考生报考工种、等级、申报科目、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

信息。 

考生须填写文化程度、通讯地址。请注意，文化程度须与考生所提供的学历证明一

致。 

 

图 8 

（2）工作单位与工龄 

在职考生填写所在单位、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本职业工作年限、从事岗位。考生

若无工作单位，仅填写本职业工作年限、从事岗位。 

 

(a)有工作单位                                         (b)无工作单位 

图 9 

（3）劳动用工形式 

考生若是人力资源派遣员工，填“是”，填写派遣单位名称，上传派遣合同扫描件。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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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若不是人力资源派遣员工，填“否”。 

（4）晋级申报 

考生报名时，若已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上一个等级证书，【是否晋级申报】栏选择

“是”。填写原证书类型、原职业（工种）、原证书编号、原证书等级、原证书取得时

间、原证书发证机构等信息，在【原证书佐证材料】栏上传证书。 

 
图 11 

考生报名时，若无该职业（工种）证书，【是否晋级申报】栏选择“否”。 

（5）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有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的考生，【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栏选择“有”。填写现职称名

称、现职称等级、现职称证书编号、现职称证书发证日期、现职称证书发证机构，在【现

职称证书佐证材料】栏上传证书。 

 

图 12 

考生若无专业技术职称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栏选择“无”。 

（6）申报方式与申报条件选择 

【申报方式】选择“常规申报”，考生根据自身情况任选一条申报条件。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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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材料上传 

其他材料 PDF扫描件（图 13）,点击【选择文件】上传附件（附件只允许上传 1个 PDF

文件，小于 20MB），点击【下一步】，完成报名信息填写。 

附件材料，包含： 

*1）身份证正反面（省外户籍考生同时提交浙江省社保缴纳证明) 

*2）学历证明（2000年以后毕业提供学信网学历证明，可扫码查验；2000年以前毕业

的提供毕业证；中专学历须同时提供毕业证和学历真实性承诺书） 

3）培训结业证书或（和）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附件材料说明： 

① 证明文件须是原件扫描件，清晰、端正、无阴影。 

② 第 1）-2）条，*为必须上传的文件。 

③ 第 3）条，根据考生申报条件上传附件。 

3.扫码在线签名 

进入【扫码在线签名】页面，考生请认真阅读考试承诺。 

 
图 14 

手机扫描二维码，进入签名页面，考生签字后点击【提交签名】。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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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签名后，点击【下一步】。 

4.预览确认提交 

预览个人报名信息，确认无误，点击【提交】，完成报名。 

（四）技能评价报名记录 

完成报名后，进入“我的技能评价报名记录”页面（图 17），可预览报名材料、查询报

名审核进度、下载准考证。 

1.查看审核状态 

在“我的技能评价报名记录”页面状态栏，可查看报名审核状态，分为“评价机构审查

不通过”、“退回”、“评价机构审查通过”。 

2.查看退回原因 

如审核状态为“退回”，考生可点击【退回原因】查看，点击【重新填报】进行修改，

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3.下载准考证 

考前一周生成准考证后，【下载准考证】选项可查看并下载准考证。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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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报名附件模板 

  

789544198704246666 

所有资料整理成一个 PDF 文件（小于 20MB），照片清晰、端

正、无阴影遮蔽，证明文件均为原件扫描件。 

※身份证正反面 

身份证在

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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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社保缴纳证明 

（省外户籍考生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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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学历证明 

（学信网学历验证，可扫码查验）  

如 2000 年以前毕业的提供考生本人毕业证；如中专学历，须同时

提供本人毕业证和学历真实性承诺书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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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结业证书 

（根据考生申报条件提供） 

含姓名、身份证号、工种（等级）、培训课时数、培训日期等信息。 

出具培训结业证书的培训机构，需具备相应工种培训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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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根据考生申报条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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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信网学历验证下载步骤 

（一）电脑端网页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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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信网 APP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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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认定费用标准与缴纳说明 

认定费用标准、缴费账户信息如下表：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费用标准表 

序号 工种 等级 科目 
鉴定收费标准

（元） 
补考标准（元） 

1 公共营养师 

二级 

理论 

580 

180 

实操 200 

综合 200 

三级 
理论 

385 
185 

实操 200 

四级 
理论 

265 
115 

实操 150 

2 健康管理师 

二级 

理论 

580 

180 

实操 200 

综合 200 

三级 
理论 

385 
185 

实操 200 

 

账户信息表 

方法 1 对公转账（建议） 方法 2 个人转支付宝 

职业技能认定专用账户： 

户名：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账号：3310011010120100058468 

开户行名称：浙商银行杭州天城支行 

开户行行号：316331000202 

协会支付宝账户 

zjhpa2006@126.com 

注：公对公转账开对公发票，个人转账开个人抬头发票 

报名初审通过后，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转账时请做备注（个人报名：考生姓名+

工种等级；团体报名：单位名称+工种等级+考生数量）。 

报名缴费成功后，请扫描二维码回传缴费凭证。如需开票，请

提交开票信息，考试结束后开具发票，通过邮箱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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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延考申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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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见问题解答（Q&A） 

1.证件照格式要求 

答：证件照要求白底，格式应为 JPG或 JPEG 格式，文件大于 30K且小于 1M，大于 215*300

（宽*高）像素，照片宽高比大于等于 0.65且小于等于 0.8。 

2.报名附件要求 

答：系统报名附件只能上传一个 PDF文件，要求内存小于 20MB。 

3.考试报名后，报名资格审核结果如何查询？ 

答：考生网上报名后，预计在 3-5个工作日内收到报名审核结果通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服务热线 12333 短信），同时可在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报名页面查询报

名审核进度。短信类型：【通过审查】短信，初审已通过；【已退回】短信，考生根据退回

原因修改，并按规定时间提交；【审查不通过】短信，表明考生不符合申报条件。 

4.有推荐的复习材料吗？ 

公共营养师三级、健康管理师三级参考教材如下图，其他等级同系列教材请网上查

找。 

 

5.考试后多长时间可以查询成绩？ 

答：预计考后 20 天左右公布合格名单，可同步查询成绩，可关注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

品行业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zjhf.org/）。 

6.考生补考有几次机会？ 

答：补考只针对单科成绩通过的考生，考生有且只有一次补考机会，已通过的考试科目

成绩有效期为 1年。 

http://www.zjhf.org/


    

23 

7.考生如对成绩有异议，如何复核成绩呢？ 

如需复核成绩，请在合格名单公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详情查看《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考试成绩复核指南》（网址 http://www.zjhf.org/?news_79/6947.html）。 

8.考试通过后，证书什么时候发放？ 

答：考试后，取证预计在考试后 2个月。 

9.协会颁发证书，人社是否认可，证书信息在哪里可以查询到？ 

答：证书由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赋码，浙江省健康产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社评组织机构代码:S000033001034）制证盖章。 

①浙江省职业能力建设网证书查询（拿到证书即可）：

http://zyjn.zjhrss.gov.cn/osta/page/stu/jdjhCertQuery.jsp 

②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取证后 3-4个月）：http://jndj.osta.org.cn 

10.证书模板 

答： 证书包含封皮和内页，模板如下。 

 

http://jndj.ost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