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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职业健康培训机构： 

为推进职业健康培训“五统一”，提升全省职业健康培训

机构和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师资人员的业务能力，满足会

员单位需求，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专委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

开展一期职业健康培训教师新训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培训对象 

（一）职业健康培训机构中拟承担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

师资人员和自行组织职业健康培训的用人单位师资人员。 

（二）职业健康师资人员基本要求 

1.熟悉国家职业健康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 

2.具备职业健康相关专业能力（医学类、工程类、管理类

等），本科以上学历，并有较强的表达、教学能力。 



3.应具有 3 年以上相关职业健康工作或相关教学培训的

工作经历。 

二、培训内容及考核 

本次培训的教学与考试均采用线上模式开展 

（一）主要培训内容 

1.职业健康新法规、标准解读； 

2.职业病防治基础医学知识； 

3.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和职业健康监护要求； 

4.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评价和控制； 

5.职业健康监督执法要点； 

6.课堂互动技巧； 

7.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和个人防护要点讲解； 

8.职业中毒现场处置。 

（二）培训学时：40 个学时 

（三）培训考核 

1.理论基础知识考核 

2.教学能力考核 

本次培训拟定了职业健康培训 9 个方面的知识要点，详

见附件 5。参培人员须选取其中 2-3 方面编制 4 学时的教案、

制作课件（至少 30 张 ppt），录制 1 学时（45 分钟左右）的

讲课视频，并将教案、课件和视频统一存至 U 盘，U 盘里的

文件夹命名组成：姓名—课件名称—送培单位名称。以培训

机构为单位于 11 月 17 日前统一将 U 盘邮寄至专委会办公

室。 



三、培训时间 

（一）线上报名时间：10 月 24 日 9 时至 30 日 

（由送培单位的联络人统一线上报名、缴费） 

（二）线上培训时间：11 月 7 日至 17 日 

（注：11 月 17 日下午 19:00 将关闭线上学习及考试通

道。） 

（三）班务组联系人：向  利 18382214696 

                    朱芸芸 17711367393 

四、培训费用 

线上培训 900 元/人（含技术服务费、授课费、证书费等）。 

五、其他事项 

（一）需递交的资料 

1.加盖有送培单位公章的《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教师岗

位证书申请表》纸质版（附件 4）； 

2.近期两寸白底免冠彩照 2 张； 

3.不少于 4 学时的职业健康课程教案、PPT 课件及讲课

视频各 1 份。 

（二）邮寄地址 

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 15 号，收件人：向利，18382214696。

以上资料请于 11 月 17 日前邮寄至专委会办公室。 

六、有关要求 

（一）此次培训着重提高职业健康师资人员业务能力，

各机构和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参加； 

（二）本次培训将按照《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行业自律



公约》所要求的职业健康培训教师基本条件及相关规定对参

培人员进行报名审查； 

（三）此次职业健康师资人员培训成绩合格者取得《四

川省职业健康培训教师证书》并在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信息

公示平台公示。 

请各机构做好相应工作，安排所报参培人员按时参加培

训。 

附件： 

1、线上报名及学习操作方式说明 

2、线上培训模式说明 

3、转账账户信息及开票信息表 

4、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教师申请表 

5、职业健康教师培训能力考核知识要点 

 

 

 

 

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职业健康培训专委会 

2022 年 10 月 21 日 

 

 

 

 



附件 1： 

线上报名及学习操作方式说明 

一、职业健康教师培训报名网址 

http://teacher.xiruikj.com/ 

二、报名流程 

 

 

 

 

 

 

1、报名登记：以培训机构为单位报名，由送培单位的联络

人通过报名链接进行报名登记，并上传相关电子资料。 

2、报名审核：报名之后，专委会登录报名管理后台确认学

员报名信息，并确认缴费情况，信息正确和已缴费则可以审核通

过。系统会将信息传送到培训平台生成账号并开通课程。 

3、线下短信通知报名结果和下载职业健康 APP 学习。 

4、在线学习和考试：学员通过登记的手机号码、身份证号、

姓名登录学习平台在线学习和考试。 

 

 

 

 

开始报名 报名登记 报名审核 短信通知报名

结果 

在线学习 考试 

http://teacher.xiruikj.com/


附件 2： 

线上培训模式说明 

此次培训及考评，将采用资格审核、线上授课、线上考

试及课件试讲等方式，对参加培训的教师进行全方位考评。

现就考评方式及有关问题做简要说明。 

（一）资格审核 

意向参加培训的教师首先需提供学历证明或职称证书；

其学历证明或职称证书与职业健康工作无关者，则需要现工

作单位提供从业证明，证明本人系长期从事职业健康工作。

否则，不予报名。 

（二）授课及考试 

此次培训采用线上培训模式，采用网络授课形式进行职

业卫生基础知识的教学，并进行线上考试。 

（三）课件审核 

请按照要求及时将课件、教案、试讲视频邮寄至指定地

址。 

请注意，出现以下情况将会影响试讲成绩： 

1、未按时将课件、教案及时报送到指定地址者； 

2、对试讲的课件不熟悉、照本宣科或者讲解不清者； 

3、课件、教案内容与职业卫生工作关联度较差且试讲内

容与职业健康内容偏差较大者； 

4、其他影响成绩的因素。 



附件3： 

转账账户信息及开票信息表 

单  位 名 称：四川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纳税人识别号：51510000504053712A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 

电        话：028-85955107 

开  户 银 行：工商银行成都春熙支行营业室 

账        号：4402209009249050267 

缴费时请备注：机构名称＋职业健康教师培训 

培训开票信息 

发票类别               普票□          专票□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帐号  

开票金额及人数  

缴费情况 现金 □         转帐 □        刷卡 □ 

联系人姓名、电话  

备   注  

开票信息表及付款凭证请于 10 月 31 日前发送至专委会电

子邮箱 920685749@qq.com 



附件 4： 

四川省职业健康培训教师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民族   

 

 

 

2寸

照片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职 务 
 

参加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职称或 

技能等级 

 从事职业健康 

相关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任教科目 
 从事职业健康 

培训工作时间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传真 
 

 
学历学位 

全日制学历 

及学位 

 
专业类别 

 
专 业 

 

在职学历及学

位 

 
专业类别 

 
专 业 

 

 

联系电话 

 
是否为省或市级职

业健康专家库专家 

 

□是 □否 

 

电子邮箱 

 是否取得职业卫生 

评价检测培训合格

证书 

 

□是 □否 

工作简历 

（250字以内） 

 

参与职业健康培训 

讲授情况 

（250字以内） 

 

主要研究方向及学术 

成果或突出业绩 

（250字以内） 

 

主要讲授方向 

和讲授课程 

（250字以内） 

 

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申请人本人填写，由单位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方可有效。 



附件 3： 

职业健康教师培训能力考核 

知识要点 

要点 1：职业健康基础知识 

1.1 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职业伤害 

1.2 职业病的发病模式及特点 

1.3 职业病和法定职业病 

1.4 职业健康工作在我国的实施 

1.5 其他相关概念 

重点阐述：职业病危害因素和职业伤害的概念；职业病及我

国法定职业病等；国内外及四川省职业病危害及防治现状；国家

对职业健康工作的新要求，当前我省职业健康工作形势等。 

要点 2：职业健康管理 

2.1 职业健康管理概述 

2.2 我国职业卫生管理法规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2.3 特殊人群及作业的劳动卫生保护管理 

2.4 职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管理 



重点阐述：我国职业健康工作的法律体系，用人单位在职业

病防治方面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特殊人群及作业的劳动卫生保

护管理要点，职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管理要求。 

要点 3：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要求 

3.1 组织管理机构与职责 

3.2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要工作内容 

3.3 劳动者职业健康权利与义务 

3.4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档案管理要求 

3.5 职业病防治管理其他要求 

重点阐述：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应建立的制度和工作要求，

主要包括：责任体系、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建设项目职业健康

“三同时”、材料和设备管理、工作场所管理、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与评价、职业病危害告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培训、

职业健康档案及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体系等；劳动者的职

业健康权利和义务，职业健康档案管理要点等。 

要点 4：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控制 

4.1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方法及来源分析 

4.2 生产性粉尘的健康危害及其控制 

4.3 生产性毒物的健康危害及其控制 

4.4 噪声、振动、高温的健康危害及其控制 

重点阐述：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方法，主要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健康危害及其防治措施。 



要点 5：职业性肿瘤和职业性传染病 

5.1 职业性致癌因素及其作用特征 

5.2 常见职业性肿瘤及其病源 

5.3 职业性癌变的识别、控管与预防 

5.4 生物性职业危害因素的作用特点和预控措施 

5.5 常见职业性传染病及其预防 

重点阐述：职业性致癌因素，常见职业性肿瘤病源及预防，

生物性职业危害因素的作用特点和预控措施。 

要点 6：职业健康监护 

6.1 职业健康监护的管理要求 

6.2 职业健康监护人群的界定原则 

6.3 职业健康监护的种类和周期 

6.4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6.5 职业健康监护的检查与监督 

重点阐述：职业健康监护工作的重要性，如何规范开展职业

健康监护工作。 

要点 7：职业卫生事故应急处理 

7.1 职业卫生事故现场急救 

7.2 职业卫生化学事故应急救援 

重点阐述：职业卫生事故应急预案、救援措施及应急演练等。 

要点 8：职业卫生个体防护 

8.1 个体防护装备的技术要求 



8.2 呼吸器官防护装备 

8.3 眼、面部和听觉器官防护装备 

8.4 手足部及其他防护用品 

重点阐述：开展职业卫生个体防护的工作要求规范，尤其呼

吸器官、眼、面部和听觉器官等方面。 

要点 9：主要生产行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1 采矿工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2 石油开采与加工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3 化学工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4 机械制造工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5 建筑材料工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6 木质家具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9.7 制鞋业的职业危害及预防 

重点阐述：可选取 1-2 行业结合其生产工艺，描述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需采取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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