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评价目录（面向社会符合条件人员）

序号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称

（备案号）
认定职业                                                                                （工种/

方向） 认定等级 地址 联系电话

1
 河南医药健康技师学院

(S000041000001)

电子商务师（网商） 4、3、2、1

开封市职教园区
东京大道与第六

大街交叉口

王  颖
（15137800264）

物流服务师 3、2、1

育婴员 5、4、3

保育师 5、4、3

养老护理员 5、4、3、2

保健按摩师 1

保健按摩师（脊柱按摩师）  5、4、3、2

保健按摩师（足部按摩师） 5、4、3

保健按摩师（反射疗法师）  5、4、3、2

电工 5、4、3、2、1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员 4、3、2

2
河南化工技师学院
(S000041000002)

化工总控工 5、4、3、2、1

开封市职教园区
东京大道与七大

街交叉口

鲍  洁
（13592143440）

化学检验员 5、4、3、2、1

钳工 5、4、3、2、1

电工 5、4、3、2、1

水生产处理工 5、4、3、2、1

仪器仪表制造工(测量与控制系统（单元）装调工) 5、4、3、2、1

保育师 5、4、3

3
开封技师学院

（S000041020001）

电子商务师 4、3、2、1

开封市职教园区
五大街北段与职

教路交叉口

焦  倩
（15837851424）

物流服务师 4、3、2、1

中式烹调师 5、4、3、2、1

中式面点师 5、4、3、2、1

西式烹调师 5、4、3、2、1

西式面点师 5、4、3、2、1

茶艺师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5、4、3、2、1

电工 5、4、3、2、1

4
开封市美容美发行业协
会（S000041020002）

美容师 5、4、3

开封市电视塔南
路土城新街150号

陈利萍
（15103788816）

美发师 5、4、3

保健按摩师（足部按摩师） 5、4、3

保健按摩师（反射疗法师） 5、4、3

5
开封市国华技工学校

(S000041020003)

汽车维修工（汽车维修检验工） 4、3

开封市滨河路中
段32号

张宝香
（18937872612）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

保育员 5、4、3

电工 5、4、3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网络安全管理员） 4、3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信息安全管理员） 4、3

电子商务师 4、3

6
开封市文化旅游学校
（S000041020004）

中式烹调师 5、4、3、2
开封市龙亭区职

教路1号
冯  达

（15937839073）
中式面点师 5、4、3、2

茶艺师 5、4、3

7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S000041020005)

劳动关系协调员 4、3、2

开封市金明大道
北段

吴亚强
（1563785012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2

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 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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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

(S000041020005)

互联网营销师（视频创推员） 5、4、3

开封市金明大道
北段

吴亚强
（15637850123）

互联网营销师（平台管理员） 5、4、3

互联网营销师（选品员） 5、4、3、2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网络安全管理员） 4、3、2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信息安全管理员） 4、3、2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4、3、2

电子商务师 4、3、2

连锁经营管理师 4、3、2

公共营养师 4、3、2

健康管理师 3、2

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 5、4、3

8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

设有限公司
（S000041020006）

管工 5、4、3、2

河南省开封市汴
京大道53号

郭  敏
（16637868501）

钳工 5、4、3、2

铆工 5、4、3、2

电工 5、4、3、2

起重工 5、4、3、2

9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S000041020007)

育婴员 5、4、3
开封市龙亭区东

京大道中段
周青云保育师 5、4、3

茶艺师 5、4、3、2

10
开封市建设教育协会

(S000041020008)

混凝土工（混凝土搅拌工） 5、4、3

开封市黄河大街
南段锦豪丽苑门

面房119号

陈  华
（13780005998）

混凝土工（混凝土泵送工） 5、4、3

混凝土工（混凝土浇筑工） 5、4、3

混凝土工（混凝土模板工） 5、4、3

钢筋工 5、4、3

架子工 5、4、3

手工木工（木模板工） 5、4、3

防水工 5、4、3

砌筑工 5、4、3

11
开封市家庭服务业协会

（S000041020009)

养老护理员 5、4、3
开封市龙亭区西
门大街89号花溪
小区6号楼7层

欧东芳
（18639770889）

家政服务员（母婴护理员） 5、4、3

家政服务员（家务服务员） 5、4、3

家政服务员（家庭照护员） 5、4、3

12
尉氏县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S000041020010)

电工 5、4、3
河南省尉氏县人

民路西段
卢俊杰

（13937816989）
保育师 5、4、3

西式面点师 5、4、3

13
开封市国培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S000041020011)

保育师 5、4、3

开封市金明区黄
河大街北段

赵小亚
（18838298765）

养老护理员 5、4、3

电子商务师 4、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

14
开封市金成职业培训有
限公司（S000041020012)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5、4、3 开封市汉兴路西
段130号院内

周建勇
（15937889309）

15
开封市祥符区技工学校
（S000041020013）

中式烹调师 5、4、3 河南省开封市祥
符区祥符大道79

号

周洪涛              
（13903780239）

中式面点师 5、4、3

保育师 5、4、3

16
开封市豫菜文化研究会
（S000041020014）

中式烹调师 5、4、3 开封市鼓楼区徐
府街73号黄家老

店三楼

王国君                  
（18625467258）中式面点师 5、4、3

17
兰考县高级技工学校
（S000041020015）

电子商务师 4、3

河南省兰考县产
业集聚区中州路

西段

逯 鹏         
（13837827663）

中式烹调师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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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兰考县高级技工学校
（S000041020015）

保育师 5、4、3
河南省兰考县产
业集聚区中州路

西段

逯 鹏         
（13837827663）

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车工（数控车床） 4、3

18
开封大学

（S000041020016）

混凝土工（混凝土搅拌工） 5、4、3

河南省开封市东
京大道开封大学

新校区

杨  桦       
（0371-

23810041）

钢筋工 5、4、3、2

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2

电工 5、4、3、2

化工总控工 4、3

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 5、4

物流服务师 3、2

收银员 5、4、3

呼叫中心服务员 5、4、3

茶艺师 5、4、3

餐厅服务员 5、4、3

电子商务师 4、3、2

室内装饰设计师 3

广告设计师 3、2

互联网营销师（平台管理员） 5、4、3

育婴员 5、4、3

健康管理师 3

营销员 5

劳动关系协调员 4、3

车工 5

车工（数控车床） 4、3

铣工 5

铣工（数控铣床） 4、3、2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家用音频产品维修工） 5、4、3、2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家用视频产品维修工） 5、4、3、2

缝纫工 5、4、3、2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4、3、2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食品检验员） 5、4、3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5、4、3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计算机整机装配调试
员）

5、4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

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 5、4、3

口腔修复体制作工 5、4、3、2

19
开封市华阳职业培训学

校    
（S000041020017）

中式烹调师 5、4、3

开封市龙亭区魏
都路 154 号附 
3-1 号、3-2 号

王  博
（15537811919）

中式面点师 5、4、3

保育师 5、4、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

20
开封市卓越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
（S000041020018）

健康管理师 3

开封市龙亭区大
梁路1号润达大厦

5楼

张佩娟
（15039011177）

婚姻家庭咨询师 3、2

公共营养师 4、3、2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2

兰考县晟鑫职业培训学
校              
（S000041120001）

美容师 5、4、3

河南省兰考县考
城路393号

陈  仪
（15037138201）

美发师 5、4

西式面点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

中式烹调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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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县晟鑫职业培训学
校              
（S000041120001） 保育师 5、4、3

河南省兰考县考
城路393号

陈  仪
（15037138201）

家政服务员（家务服务员） 5、4

养老护理员 5、4

电子商务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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