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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3 年

清大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清大东方消防培训学校总校
校发[2018]025 号

关于组织内部教职员工开展注册

消防工程师考前培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清大东方消防培训学校及筹建处：

随着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临时资质在 2019 年年初即

将转为正式资质，全国对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需求将大幅度

增加。而目前全国取得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的数量还远

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考前培训市场广阔。一级注册消防工

程师考前培训是目前最高端的消防教育培训项目，清大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

训机构，开展此项目培训工作能够充分展示集团雄厚的培训

实力。

为了做好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的培训工作，集团三年来

集 50 余名消防领域专家智慧，在对历年考试试题进行总结

的基础上，编写出精华版考试指导教材《注册消防工程师资

格考试应试指南》，并将于八月初出版发行。该指导教材由

行业权威专家编写，将 150 万字的国家版教材浓缩成 50 万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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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以内，教材篇幅锐减达 70%，但教材覆盖考点仍在 90%以

上，极大地节省考生学习的时间；集团专家教研团队在分析

历年考试规律、方法的基础上，编写了独家精准题集、应试

技巧等，增强考生学习的针对性；集团采用专家精讲授课、

考前强化训练、智能学习系统随学随测等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培训方式，提高考生学习的效率；同时，集团将发挥百校

连锁的优势，可利用集团直播系统直播授课，减轻了考生学

习的负担。为了检验集团培训能力、积累培训经验，同时也

能够为集团和关联企业储备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人才，集团

决定今年先行组织内部教职员工为主的一级注册消防工程

师考前培训工作。为了保证培训取得成效，现将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一、培训招生范围

今年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班原则上只招收集团内

部教职员工，暂不对外公开招生。内部教职员工的亲戚、朋

友、同学、战友和老学员经当地学校领导同意后也可报名参

加培训。

二、培训收费标准

经集团研究，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考前培训班收费标

准暂定计 18000 元/人。内部教职员工在与集团签订培训协

议后可免费参加培训，但取得资格证书后应由集团统一注册

使用，集团将根据持有人当地市场价格给予其相应的注册使

用费补偿；内部教职员工的亲戚、朋友、同学、战友和老学

员经同意参加培训的，培训费给予半价优惠，即 9000 元/人。

三、培训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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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总校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部正在出版精华版教

材，组织专家录制网课（预计 8 月初上线），有针对性的面

授串讲讲义、精准题集等工作也在进行之中。总校精华版教

材出版后，将发放到每名参加培训人员，网课上线后也要对

报名培训人员开放，供学员学习。计划 10 月初，总校注册

消防工程师培训部将组织面授+直播串讲，覆盖考试全部内

容，给出重点考试方向；11 月初，将组织考前冲刺直播，重

点讲解考试技巧和精准押题试卷。参加培训的人员要及时关

注总校工作通知，在加强自学的基础上参加总校的各种培训

活动。

四、培训工作要求

（一）广泛动员内部教职员工报名。各校在接到通知后，

要将文件传达到每名教职员工，集团要求符合一级注册消防

工程师报名条件的教职员工须全部报名参加集团的考前培

训、全部报名参加国家考试。考试时间为 11 月 10 日至 11

日，报名时间预计在 8 月份，各省报名时间不同，请关注当

地人社部门的考试网站，提前做好报名的准备工作。

（二）加强学习，保证通过率。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考

试覆盖面广、出题灵活、难度较大，报名学员参加总校网课、

组织串讲和考前冲刺学习的同时，也要全面自学今年新版教

材、集团精华版教材和有关消防技术规范。各学校应积极鼓

励、支持报名学员学习，在时间上、工作安排上给予一定的

政策倾斜，保证报名学员能全力以赴学习备考。

（三）做好保密工作。由于此次内部培训的集团编写的

精华版教材、串讲资料、题解、题库等是集团今后开展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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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的基础和核心机密，凝聚着集团专家的

辛勤劳动，因此每名报名学员要做好保密工作，所获取的学

习资料不要外传。

（四）做好报名统计工作。内部教职员工参加培训的人

员，请填写《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报名表》和《一级注

册消防工程师培训统计表》，各省校汇总 7 月 31 日前报总

校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部，并签订内部培训协议，发放教材、

开通网课；外部人员报名可以延后，报名后及时将报名表、

缴费信息报到总校，总校将为其发放培训资料、开通网课。

总校联系人：白润泽，电话：18086746527，邮箱：

1023404522@qq.com 。

特此通知。

附件：1、《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报名表》

2、《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报名汇总表》

3、《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内部教职员工培训协议》

4、一级注册工程师报考条件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八日

主题词:清大东方 考试培训 通知

报送：中联城消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抄送：清大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校各部门

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清大东方消防学校及其筹备处

清大东方消防培训学校总校办公室 2018年 7月 18日印发

承办：马浒利 签发：程水荣



5

附件 1：

（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报名表

姓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年龄 岁

民族 户籍地址

工作单位 职务

公民身份

证号码
报考科目

技术实务 □综合能力

□案例分析

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工程师 技术员 □无

毕业院校
备注：请填写院校全称，不适用简称。例

如：中国矿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毕业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填写最高学历的毕业时间，以毕业证上登记的时间为准。

学历性质 □全日制高等院校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成人高等教育 □其他

所学专业 备注：填写最高学历的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上登记的名称为准。

工作经历

备注：标题括号里填写“内部”或“外部”

申请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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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省校）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班（ ）报名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技术

职称

备注（注

明内部或

外部）

1

2

3

4

5

备注：①此表由省校汇总分校报名信息后填写；②“技术职称”一栏只允许填写“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同时具备几个不

同等级的，填写最高等级；③标题和备注一栏应分别注明“内部”或“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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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内部教职员工

培 训 协 议

甲 方：清大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梅林镇燕塘北路 148 号（县委党校内劳

动就业实调中心）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程水荣

联系电话：0797-4497998

乙 方： ， 性别： ，民族：

工作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双方《劳动

合同》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同意

签订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

第一条 乙方具备国家注册消防工程师的报考条件，并自愿参加

甲方组织的注册消防工程师考前培训，培训地点为所在清大东方消防

培训学校内。培训费用为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18000.00），鉴于

乙方为甲方内部员工，此次培训免去培训费用。

第二条 乙方参加培训期间视为正常工作时间，如培训机构在 8

小时以外和公休日也有安排培训课程的，不属加班。甲方按照乙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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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

第三条 乙方应严格遵守培训机构的时间安排，准时参加培训，

不得缺席；乙方无故不参加培训的，按照旷工处理，甲方有权取消乙

方的培训资格，乙方应当赔偿甲方的培训费用损失。

第四条 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培训资料不得向外部人员泄露，自

觉遵守培训各项规定与要求，因违规违纪甲方有权按照相应的规章制

度予以处罚。

第五条 乙方须在培训期限内参加完全部培训课程，认真学习掌

握相应的技术和相关专项知识，按时参加国家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考

试。

第六条 乙方参加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报名手续由乙方自行办

理，考试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七条 乙方完成培训后，若未通过国家注册消防工程师考试，

可免费再培训，直至取得证书为止；若取得国家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

其证书应在甲方所属单位或相关联单位进行注册。

第八条 乙方在甲方所属单位或相关联单位注册后，甲方应按照

上一年度市场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价格的 80%，具体费用由甲方根据

上一年度市场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价格确定。注册费用分两次支付，

第一次在注册成功之后发放，甲方向乙方支付额度为总注册费用的

50%；第二次在注册成功满一年后 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额度为总

注册费用的 50%。

第九条 若乙方执意不在甲方所属单位及甲方相关联单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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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甲乙双方解除劳动合同且需要解除与甲方所属单位、甲方相关联单

位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的，乙方需向甲方支付注册消防工程师培训费

共计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18000.00），并退回甲方已支付年度注

册剩余时间所需的注册费用。

第十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限至

乙方取消在甲方所属单位或甲方相关联单位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时

间为止。

第十一条 本协议生效后，将自动作为双方劳动合同的补充内容，

劳动合同中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地方，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后，可对

本协议或者劳动合同内容进行修改或补充。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甲方(公章) 乙方(签字)：

负责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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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报考条件

一、报名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注册

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注册消防工程师资

格考试。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一）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

术工作满 4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7年，其中从

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5年。

（二）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 4年，其中从事消

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3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5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4年。

（三）取得含消防工程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 3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在内的双学

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 4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3年。

（四）取得消防工程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 2年，其中从事消防安

全技术工作满 1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 3

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年。

（五）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1年；

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 2年。

（六）取得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其工作年限和从事消防安全

技术工作年限均相应增加 1年。

学历 取得学历

工作年限（从事消

防安全技术工作年

限）

备注

大学

专科

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满 6 年（满 4 年）

括号内为从

事消防安全

技术工作年

限。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满 7 年（满 5 年）

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满 8 年（满 6 年）

大学

本科

消防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满 4 年（满 3 年）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满 5 年（满 4 年）

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满 6 年（满 5 年）

学士 含消防工程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 满 3 年（满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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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 业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见附件 1）在内的双学士学位

或者研究生班毕业
满 4 年（满 3 年）

其他专业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 满 5 年（满 4 年）

硕士

消防工程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 满 2 年（满 1 年）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 满 3 年（满 2 年）

其他专业的硕士学历或者学位 满 4 年（满 3 年）

博士

消防工程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 ——（满 1 年）

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 ——（满 2 年）

其他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 ——（满 3 年）

符合上述报名条件，并具备下列一项条件的，可免试《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科目，只参加《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和《消防安全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

试。

（一）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评聘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的；

（二）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或者勘察设计各专业

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的。

二、成绩管理

考试成绩实行 3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在连续的 3个考试年度内参

加应试科目的考试并合格，方可取得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符合免试部分科目的考生，在连续的 2个考试年度内参加相关科目考试并合格，

可取得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三、消防工程相关专业新旧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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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划分 专业名称（98 版） 旧专业名称（98 年前）

工学类相关专业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高电压与绝缘技术

电气技术（部分）

电机电器及其控制

光源与照明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子工程

应用电子技术

信息工程

广播电视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

无线电技术与信息系统

电子与信息技术

公共安全图像技术

通信工程

计算机通信

计算机及应用

计算机软件

软件工程

建筑学

城市规划

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建筑学

城市规划

城镇建设（部分）

总图设计与运输工程（部分）

矿井建设

建筑工程

城镇建设（部分）

交通土建工程

工业设备安装工程

涉外建筑工程

土木工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

城市燃气工程

供热空调与燃气工程

给水排水工程

安全工程
矿山通风与安全

安全工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

化学工程

化工工艺

工业分析

化学工程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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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划分 专业名称（98 版） 旧专业名称（98 年前）

管理学类

相关专业

管理科学

工业工程

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

系统工程（部分）

工业工程

管理工程（部分）

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

国际工程管理

注：表中“专业名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1998 年颁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的专业名称；“旧专业名称”指

1998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颁布前各院校所采用的专业

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