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粤人社函〔2021〕187号

关于公布广东省 2021年第一批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通知》（粤

人社函〔2021〕76号）精神，我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征集工作。按照自愿申报、择优遴选原

则，通过全省公开征集、各地市人社部门推荐、省级统一遴选备

案的工作程序，经组织专家评审和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东莞市稻

香中菜厨艺职业培训学院等 28家省级重点民办培训机构、广东省

轻工业技师学院等 24家院校、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27

家其他机构，共计 79家机构为广东省 2021年第一批社会培训评

价组织，现予以公布，并委托广东省职业技能服务指导中心出具

备案文件。

经我厅统一遴选备案的社会评价组织可以在全省各市开展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其评价结果纳入当地人才统计，享受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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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激励政策，各地要积极协助落地开展评价并纳入监管。经备

案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承担主体责任，遵循“谁评价、谁发证、谁

负责”的原则。对违规失信、恶意竞争、管理失序的机构，我厅

将取消其备案资质。

附件：广东省 2021年第一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社会培训评

价组织名单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 年 7 月 19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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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东省 2021 年第一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名单

一、省级重点民办培训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1 东莞市稻香中菜厨艺职业培

训学院

中式烹调师 5、4、3
西式烹调师 5、4、3
茶艺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西式面点师 5、4、3

2 佛山市禅城区权艺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

美容师 5、4、3
美发师 5、4、3

3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恺睿职业

培训学校

电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美容装潢工 5、4

4 广东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4、3

5 广东深圳职业训练学院

中式烹调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

工
5、4、3

西式面点师 5、4、3
电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5、4、3

电梯安装维修工 5、4、3
保健按摩师 5、4、3

6 广东省百越职业培训学院 茶艺师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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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7 广东省博正职业培训学院
快件处理员 5、4、3
快递员 5、4、3

8 广东省德诚职业培训学院

育婴员 5、4、3
公共营养师 4、3
养老护理员 5、4、3

9 广东省方合圆应急职业培训

学校

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

员
5、4、3

10 广东省瀚文职业培训学院

育婴员 5、4、3
茶艺师 5、4、3
保育师 5、4、3

11 广东省华大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 5、4、3

12 广东省科文职业培训学院

装饰美工 5、4、3
中式烹调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育婴员 5、4、3
营销员 5、4、3

形象设计师 3
西式烹调师 5、4、3
西式面点师 5、4、3
美容师 5、4、3

芳香保健师 5、4、3
保育师 5、4、3

保健按摩师 5、4、3

13 广东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砌筑工 5、4、3
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

员
5、4、3

14 广东智通职业培训学院

电工 5、4、3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4、3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4、3

15 广东中鹏职业培训学校

室内装饰设计师 3
广告设计师 3
包装设计师 3

16 广州市荔湾区艺鸿职业培训

学校
评茶员 5、4、3

17 广州市隆信职业培训学校 育婴员 5、4

18 广州市闰业职业培训学校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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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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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19 广州市仕馨职业培训学院 育婴员 5、4、3

20 广州市新概念眼镜视光职业

培训学校

眼镜验光员 5、4、3
眼镜定配工 5、4、3

21 广州市秀丽服装职业培训学

院

服装制版师 成型服装制版 4、3
服装制版师 裁剪服装制版 4、3

22 广州市职大职业培训学校 育婴员 5、4、3

23 揭阳市大计职业培训学校

中式烹调师 5、4
中式面点师 5、4
育婴员 5、4
美容师 5、4
美发师 5、4
茶艺师 5、4
保育师 5、4

24 汕头市中训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

茶艺师 5、4、3
保育师 5、4、3

25 深圳市鹏城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

电工 5、4、3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3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4、3

26 新兴县智达职业培训学校
中式面点师 5、4、3
育婴员 5、4、3

27 湛江仁邦职业培训学校 电工 5、4、3

28 中山市匠成职业技能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铣工 数控铣床 4、3
电工 5、4、3

机床装调维修工
数控机床机械装调维

修
4、3

机床装调维修工
普通机床机械装调维

修
4、3

车工 数控车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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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校

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1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师 4、3、2、1
美容师 5、4、3、2、1
保育师 5、4、3

形象设计师 3、2、1
缝纫工 服装制作工 5、4、3、2

广告设计师 3、2、1
电工 5、4、3、2、1

中式面点师 5、4、3、2、1
中式烹调师 5、4、3、2、1
西式面点师 5、4、3、2、1
公共营养师 4、3、2、1
餐厅服务员 5、4、3、2、1

2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电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1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

工
5、4、3、2、1

钳工 5、4、3、2、1
铣工 数控铣床 4、3、2、1
车工 数控车床 4、3、2、1

3 广东省交通城建技师学院

公路养护工 5、4、3、2
广告设计师 3、2
物流服务师 3、2

公路收费及监控员 5、4、3、2
电工 5、4、3、2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

4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广告设计师 3
家政服务员 家庭照护员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5、4、3
家政服务员 母婴护理员 5、4、3
养老护理员 5、4、3
评茶员 5、4、3
茶艺师 5、4、3

电子商务师 4、3

5 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工学校 贵金属首饰制作工
贵金属首饰手工制

作工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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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6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健康管理师 3

7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物流服务师 3、2
电子商务师 4、3
营销员 4、3
电工 5、4、3

8 中山市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铣工 普通铣床 4、3
铣工 数控铣床 4、3

9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电工 5、4、3
10 中山市启航技工学校 电梯安装维修工 5、4、3

11 中山市三乡镇理工学校
中式烹调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12 中山市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工 冲压模 4、3
模具工 注射模 4、3

化学检验员 5、4、3
13 中山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车工 数控车床 4、3

14 茂名市东南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5、4、3
育婴员 5、4、3

中式烹调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西式面点师 5、4、3

电工 5、4、3

15 茂名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物流服务师 3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员
城市轨道交通站务

员
5、4、3

鉴定估价师 机动车鉴定评估师 4、3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

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4、3
电子商务师 5、4、3

16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

养老护理员 5、4、3
保育师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美容师 5、4、3
茶艺师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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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17 茂名技师学院

西式面点师 5、4、3、2

钳工 5、4、3、2

中式烹调师 5、4、3、2

铣工 数控铣床 4、3、2

电工 5、4、3、2

电梯安装维修工 5、4、3、2

电子商务师 4、3、2

化学检验员 5、4、3、2

18 东莞市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师 4、3、2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4、3

电工 4、3
车工 数控车床 4、3
茶艺师 4、3

中式面点师 4、3

19 潮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师 4、3
中式烹调师 5、4、3

铣工 普通铣床 4、3
车工 普通车床 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
电工 5、4、3

中式面点师 5、4、3
钳工 5、4、3
车工 数控车床 4、3
铣工 数控铣床 4、3

20 河源技师学院

制图员 4、3
电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
中式烹调师 5、4、3
茶艺师 5、4、3
保育师 5、4、3

电子商务师 4、3

21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电工 5、4、3

22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育婴员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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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23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车工 数控车床 4、3
中式面点师 5、4、3

铣工 数控铣床 4、3

24 汕头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师 4、3
中式烹调师 5、4、3、2、1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1

车工 5
车工 普通车床 4、3
车工 数控车床 4、3
铣工 数控铣床 4、3
钳工 5、4、3

眼镜定配工 5、4、3
眼镜验光员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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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机构

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1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铣工 数控铣床 4、3、2、1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4、3、2、1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4、3、2、1

2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洗衣机制造工 洗衣机装配工 5、4、3、2

空调器制造工 空调器装配工 5、4、3

3 广东省信通人才职业能力评

价有限公司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网络安全管理员 4、3、2、1

4 阿里巴巴华南技术有限公司

连锁经营管理师 4、3、2

电子商务师 4、3、2

客户服务管理员 3、2

快递员 5、4、3、2

5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4、3

广告设计师 3、2、1

电子竞技运营师 4、3、2、1

室内装饰设计师 3、2、1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网络安全管理员 4、3、2、1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信息安全管理员 4、3、2、1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4、3、2、1

色彩搭配师 4、3、2、1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 4、3、2、1

电子竞技员 4、3、2、1
电子商务师 4、3、2、1

6 广州谷丰健康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3、2、1
健康管理师 3、2、1
保健按摩师 5、4、3、2、1
公共营养师 4、3、2、1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5、4、3
养老护理员 5、4、3
保育师 5、4、3
育婴员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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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7 广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

汽车维修工
汽车车身涂装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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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美容装潢工 5、4
汽车维修工 汽车玻璃维修工 5、4、3
汽车维修工 汽车电器维修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 5、4、3、2、1

8 广州盖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5、4、3、2、1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网络安全管理员 4、3、2、1

9 广州大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电子商务师 4、3、2

1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5、4、3、2、1

11 广东劳动学会
职业指导员 4、3、2、1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4、3、2、1

12 广东省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4、3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信息安全管理员 4、3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网络安全管理员 4、3

13 广东省卓越社会服务评估中心 养老护理员 5、4、3

14 广东烹饪协会
中式面点师 5、4、3、2、1
中式烹调师 5、4、3、2、1

15 广东省物联网协会 物联网安装调试员 5、4、3

16 广东省机器人协会

电工 5、4、3、2、1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4、3、2、1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 4、3、2、1

17 广东省计算机学会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 网络安全管理员 4、3、2

18 广东省家庭服务业协会
养老护理员 5、4、3、2、1

育婴员 5、4、3
19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电子商务师 4、3、2、1
20 广东省电子商务商会 农业经理人 4、3、2、1

21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电工 5、4、3、2、1
铣工 5
铣工 数控铣床 4、3、2、1

22 广东省产品认证服务协会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家用电热水器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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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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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职业 工种 级别

23 中山市横栏镇花木协会
园林绿化工 花卉园艺工 5、4、3

农业经理人 4

24 东莞市电力行业协会
电工 5、4、3、2、1

电气设备安装工 5、4、3、2、1

25 东莞市高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供应链管理师 3、2、1
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4、3、2、1

中式烹调师 5、4、3、2、1
西式面点师 5、4、3、2、1

智能楼宇管理员 4、3、2、1
车工 数控车床 4、3、2、1
电工 5、4、3、2、1

汽车维修工 汽车美容装潢工 5、4
中式面点师 5、4、3、2、1

铣工 数控铣床 4、3、2、1
西式烹调师 5、4、3、2、1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5、4、3、2、1

26 珠海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

中心

智能楼宇管理员 4、3、2
中式面点师 5、4、3、2、1
评茶员 5、4、3、2、1

西式面点师 5、4、3、2、1
餐厅服务员 5、4、3
中式烹调师 5、4、3、2、1
西式烹调师 5、4、3、2、1
保健按摩师 5、4、3、2
养老护理员 5、4、3
育婴员 5、4、3
保育师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5、4、3
家政服务员 母婴护理员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庭照护员 5、4、3

27 揭阳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育婴员 5、4、3
养老护理员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务服务员 5、4、3
家政服务员 母婴护理员 5、4、3
家政服务员 家庭照护员 5、4、3

备注：目录内所列职业（工种）已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