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食品安全管理师”培训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

工方案》中提出：2019 年底前建立完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实现由用人单

位和第三方机构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政府不再颁发

职业技能等级。

2021年 3月 1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

计局联合发布食品安全管理师等 18 个新职业。国家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

也需要引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自主开展食品生产、流通、销售、服务等全流程的

安全控制，全面提高食品安全质量。“食品安全管理师”作为食品生产企业、餐

饮服务和食品流通等活动中从事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和管理的人员，未来会有巨大

的行业人才需要和职业发展未来。

为了响应国家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的号召，推动食品行业职业技能培训发展，

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伙伴网）于

2022 年发布企业标准《食品安全管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规范》，同时开展食

品安全管理师培训，具体信息如下：

一、报考条件：

证书名称
申请考核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可报名）

食品安全管理师（初级）
a) 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中专学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2 年。

b) 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在校生。

食品安全管理师（中级）

a) 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在校生。

b) 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取得五级/初级工专

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2 年。

食品安全管理师（高级）

a）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及以上在校生。

b) 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取得四级/中级工专

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2 年。



c)具备食品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4

年。

二、报考流程:

报考资格审查→填写报名表→付款 → 获得学习平台账号密码，进行视频教

材学习 →参加现场培训 → 参加考试（含笔试、实操考试） →成绩合格/证书邮

寄

注：如首次考试不合格，可免费补考一次，不再收取复训费。

三、适合对象：

适用于食品及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经营流通、餐饮及供应链等从事食品安全

管理相关工作的食品行业从业人员；适用于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等

从事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人员；适用于中高职及高等院校、研究院等食品及相关

专业学生或教职工；适用于其他关注食品安全管理的行业同仁。

四、培训及考试：

【全年招生，即报即学】线上理论培训+现场实操培训+考前辅导。

初 级 中 级 高 级

培

训

安

排

①完成 40学时培训。

②采用智能化平台线上授

课，配套学习资料+食安题库，

系统学习+及时巩固所学

①完成 56学时培训。

②采用智能化平台线上授

课，配套学习资料+食安题

库，系统学习+及时巩固所

学

①完成 72学时培训。

②采用智能化平台线上授

课，配套学习资料+食安题库，

系统学习+及时巩固所学

③现场实操培训+考前辅导

考

试

安

排

①考试时间：

每个月月底集中考试

②考试方式：机考

③考试结果：成绩达 60分

（含）以上者为考试合格，

①考试时间：

每个月月底集中考试

②考试方式：机考

③考试结果：成绩达 70
分（含）以上者为考试合

①考试时间：

每年单数月 3/5/7/9/11 月

月底集中考试

②考试方式：

机考+实操考试



获得初级食品安全管理师证

书

格，获得中级食品安全管

理师证书
③考试结果：两部分考试成

绩皆达 70 分（含）以上者为

考试合格，获得高级食品安

全管理师证书

注：如有疫情等因素影响，可协调进行线上直播培训及考试

五、培训内容：

具体培训内容以各等级技能要求和课程列表为准。

培 训 内 容 学 时 要 求

食品安全管理基础知识准备

食品营养基础知识

初级 40学时、

中级 56学时、

高级 72学时、

食品危害基础知识

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准备

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知识准备

食品安全管理文化、制度及标准

的制定

食品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制定

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制定

资源规划

基础设施和环境管理

人员管理

其他管理要求

食品安全管理

食品生产安全管理

餐饮服务安全管理

食品经营安全管理

标签、广告管理
标签标识管理

广告宣传管理

六、证书颁发及证书查询：

按要求参加有关课程培训，经考核成绩合格，可获得相应等级“食品安全管

理师”证书。该证书由评价组织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伙伴网）

认定颁发，证书信息在食品专业技术培训网或食品伙伴网培训中心可查。同时可

作为岗位晋升或食品安全知识相关培训学时证明。



七、收费标准及收款账号：

收费标准：初级：1800 元/人/证；中级：2400 元/人/证 ；高级：3200 元/

人/证；推荐食品企业或社会团体集体报考，享受相应团体报考优惠。

费用包含：培训资料、场地费、讲师费、培训费及考核费、证书工本费、税

费。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收款账号：

1）公户汇款或转账：

公司名称：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开户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解放路 66 号

银行账号：376001060018170028369

2）支付宝付款：help@foodmate.net 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报考咨询：

证书报考条件及报考流程，咨询方老师 13356941975（微信同号）

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食品伙伴网)

2022 年 3 月



附件 1.食品安全管理师（高级）培训

报名表

单位名称 主营产品

姓 名 手机

邮箱 证书收件地址

报考等级  初级（1800 元）  中级（2400 元）  高级（3200 元）

2022 年培训考试安排 线上部分：线上学习平台，即报即学

线下部分：择期参与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培训

考试部分：理论笔试+实操考试（实操考试为高级考试内容，初级/中级无需实操考试）

发票信息
（备注：由于金税三期我司对作废发票管控严格，请您务必提供贵司准确的开票信息！！！）

□ 个人申报，无需开票

□ 请为我开具发票

（6%增值税发票）

开票类型 □增值税专票（纸质发票） □增值税普票(电子发票)

开票内容 □*会展服务*会务费 □*非学历教育*培训费

开票信息

（专票必填）

开票抬头：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收费标准：初级（1800 元） 中级（2400 元） 高级（3200 元）

费用包含：线上视频教材、线下培训费用、考试费、证书费、税费）

付款账号：

1）公司名称：烟台富美特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银行账号：376001060018170028369

2）公司支付宝账号：help@foodmate.net （备注：姓名+食品安全管理师）

联系方式：

方老师：13356941975（微信同号）

邮箱：foodqm@foodmate.net

mailto:help@foodmate.net


附件.食品安全管理师申请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参加工作时间 专业工作年限

现工作单位名称 职务/职称

最高学历 现从事何工作

申报等级 联系电话

学 历

（学位）

教育

起止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学历

参 加

培 训

学 习

情 况

起止时间 学习内容 课时 证书

主 要

工 作

简 历

起止时间 何地、何单位从事何工作 任职 证明人

本人未因违反法律法规而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并对本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声明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遵守食品安全管理师职业行为和道德规范。

申请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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