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酒 业 协 会 
中国酒业协会黄酒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中酒协【2019】62号 

关于举办酿造料酒“品酒师”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企业、食品检测机构： 

近年来我国酿造料酒行业有了快速的发展，中国酒业协会通过

制订酿造料酒标准和专业队伍建设，决定着力培养一批懂酿酒理

论，具酿酒技能，会料酒品鉴的复合型高级技术人才，促进中国酿

造料酒事业的健康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料酒行业技术人员的能力，根据行业发展需要和

技术队伍的现状，经中国酒业协会同意，由酿造料酒分会主办，浙

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酒学院与中国酒业协会黄酒职业技能培训中

心承办的国家职业技能“品酒师”培训班将于 2019年 8 月 7日在绍

兴正式开班，考试合格并通过鉴定，发国家人社部职业资格证书。  

报名时请随带盖有单位公章的《全国谷物发酵料酒品酒师职业

资格培训报名登记表》、《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

（详见附件）。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9.08.07-2019.08.11 

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曲屯路 151号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酒学院 

二、培训对象： 

    由单位推荐的，全国各酿造料酒生产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省

会城市一级的经国家实验室认证的检测机构中，大学毕业已达中级

技术称职以上,且工作年限达 5年及以上的食品检测人员。 

三、费用： 

一级品酒师（高级技师）、4700元，二级品酒师（技师） 4400

元。培训费用包括教材、耗材、培训、鉴定费及证书制作费等（培

训费用由中国酒业协会黄酒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代收代付）。 

四、联系人： 

  中国酒业协会料酒分会 谢友刚 1861108685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酒学院（中国酒业协会黄酒职业技能培

训中心）吴敏杰 13957568296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中国酒业协会       中国酒业协会黄酒技能培训中心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附件 1 

全国谷物发酵料酒品酒师职业技能培训计划说明 

（1）培训报名截止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在报名超员的情况下，

优先照顾偏远地区。 

     （2）本次三级品酒师不单独开班，确有需要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

可报名对应二级资格培训学习（考核通过发三级证书）。 

   （3）培训通知时间为报到时间，正式培训时间为 2019.8.8-

2019.8.11 共四天。 

（4）有培训学员希望了解自己企业产品特征的，可报名时随带

企业产品一箱（6瓶，供培训学员品鉴） 

 



附件 2           

培训相关报名材料和要求 

由于料酒职业资格不单设，参照黄酒品酒师职业资格标准执

行。满足相应等级“品酒师”申报条件的学员,且需进行“品酒师”

职业资格考试的学员，报到时务必提交以下全部“申报材料”，方可

参加鉴定考试。 

1.近期彩色 2寸免冠照片 5张（用来制作证书等）。 

2.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同一页）2份。 

3.工作年限（工龄）证明原件 2份，需写明从事的工种、工

龄，每张证明都要加盖公司红章。 

4.毕业证书复印件 2 份。毕业证书遗失的学员，需要由毕业学

校出具相关证明 2 份，每张证明都要加盖学校红章。 

5.其他资格等级证书（有申报要求的必须提供）、荣誉证书及培

训证明等材料若有则一并提供复印件（多多益善，用于资格评审）。 

6.填写“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附件 5）一

式 3份，每张表“单位推荐意见”一栏都需加盖单位红章。 

 

 

 

 

 

 

 



附件 3 

职业资格申报条件 

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要求，需要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职

业资格证书的学员，需要具备以下鉴定条件。 

一、基本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二、“一级品酒师”职业资格：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9年以上。 

2、取得二级酿酒师（技师）或品酒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人

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3、取得二级酿酒师（技师）或品酒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

事本职业工作 3 年以上，经一级品酒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

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5、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 10 年以上。 

三、“二级品酒师”职业资格：需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13年以上。 

2、取得三级品酒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

以上。 

3、取得三级品酒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 年

以上，经二级品酒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

业工作 5年以上。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三级品酒师

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三级品酒师

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3年以上，经二级品酒师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取得三级酿造工职业资格证书后（中专毕业以上学历），连续

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品酒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

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8、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四、“三级品酒师”职业资格：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以上。 

2、具有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和职业技

术学院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 

3、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 

4、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

作 1年以上。 

5、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经三级品酒师正规

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附件 4：报名登记表 

全国谷物发酵料酒品酒师职业资格培训报名登记表 

注：1、请准确填写表格信息；表末签名必须填写。 

单位（公章）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建议手机

号） 

邮箱 
文化 

程度 

单位 

职务 

职称/技 

能等级 

工作 

年限 

（年

） 

报名工种 

/等级 

          

          

          

          

住宿安排 □合住（  间） □单住（  间） □不住 



开票信息 □普票 □专票 

普票开票信息 
户名： 

税号： 

专票开票信息 

户名： 

税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培训发票邮寄详细地址 

收件人： 

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省**市**区*****，精确到门牌号 

发票信息确认签名  

2、“报名登记表”以 Word电子版或者以照片（扫描件）形式发送至 xieyougang@cada.cc 或

lawerworker_001@foxmail.com报名邮箱。 

填写说明：住宿一栏在单住/合住/不住当中（三选一）打“√”并填写房间数量。填写回执，要求字迹工整、信息正确

齐全，务必反馈此报名登记表，以确认培训安排，复印有效。收到报名表后我们会尽快回复告知。



附件 5 

轻工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二寸无边蓝底彩色 

照片（45X35mm) 

身份证号码   

工作

单位 
 

参加工 

作时间 
 

现工作 

岗  位 

从事本职业（工种）技术工作年限   

联系地址邮编  

原证书职业名称及等级  原证书编号  

申报技能等级  申报职业（工种）  

工作

简历 

起止时间 何  地  何  部  门 职业（工种） 证明人 

    

何时何地受 

过何种奖励 
 

本人 

申请 
 

考试 

考核 

情况 

项             目 成绩 单位推荐意见 

考试 

考核 

理论知识考试            

 

 

 

 

    （盖章） 

   年   月   日 

技能操作考核  

评审 

成绩 

论文答辩评审  

综合评审  

鉴定 

站审 

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行业职业技 

能培训和鉴 

定管理总站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综合 

评审 

小组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轻工职业 

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 

          

 

 

 （盖章）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三份，A4 纸可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