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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川创联国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川创联函 (⒛21)16号

四川创联国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 2m1~⒛”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的函

各市 (州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部门,有关行业协

会、企事业单位,全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为推动我省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省级继续教

育基地主阵地作用。经四川省人社厅组织专家遴选,四川创联国

培中心成功入围⒛21-2022年度公需科目培训机构,按照四川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⒛21-2022年度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的通知》等文件精神要求,现将开展公需

科目网络培训的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培训对象

全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二、培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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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 7日 至 2022年 12月 31日 。

三、培训内容

本次公需科目培训采用
“
3+1” 模式开展,即 围绕

“
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政策解读
”、“

国省 《“十四五
”

规划纲要》全

面解析
”、巛民法典》解读及法制思维能力建设

”
等三个必修专

题和
“
量子信息

”、“
集成电路技术科普知识

”
等选修专题开展。

四川创联基地组织有关专家授课,并精心制作了相关网络培训课

件供学员学习。

四、学时认定

本次网络培训分为 《2021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

科目》、《2022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两个年度

的培训任务,本次培训采用必修课+选修课的模式,其 中必修课

25学 时,选修课 5学 时,合计每个年度 30学 时,共 60学 时。

每个年度课程学习完后,参加在线测试,测试合格后自行打印培

训档案,凭该档案可按年度继续教育 30学 时在 《四川省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证书》上登记,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聘

任、晋职、职 (执 )业资格注册的重要依据。全省各级专业技术

人员在本平台取得的公需科目培训学时,各级人社部门和有关行

业主管部门可直接认定。

五、培训方式

登陆
“四川专业技术人员在线学习网 (www。 scjxjypx。 c olll沪

进行在线学习和在线考试。考试合格后生成培训档案,自 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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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档。(注 意:必须同时学满规定学时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并且

通过测试,才 能打印培训档案 )

六、培训费用

根据《四川省短期培训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丿 刂价发匚2006〕

223号 )》 第七条中
“
普通理论培训,每人每课时不超过 4元”

以及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的意见 (丿 刂府发

E2015〕 42号 )》 文件中
“
全面放开非学历教育收费

”
的规定 ,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按每人每学时 2元收取,每个年度 30学 时,

共计 60元 ;两个年度 60学 时,共计 120元。

七、缴费方式

网络培训费用通过单位统一转账和学员在线支付两种方式

进行缴费。

(一 )单位统一转账缴费银行帐号 :

户名:四川创联国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叫攵弋升: 5105 0144 6438 0000 0059

开户行:建设银行成都春熙支行

如通过财政支付中心转账 ,请告知支付中心在支付凭证备注

栏填写准确的汇款单位名称,便于查账。

发票获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做好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推行工作的指导意见》税总发 E2017〕 31号 文件精神 ,

原则上本次培训都将开具电子发票,转帐后 1个月内将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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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至单位经办人的邮箱,下载打印后作为报销凭证。

(二 )学 员在线支付

支付流程:学 员登陆自已的学习系统,找到需要学习的课程 ,

点击课程后的激活按钮,选择微信、支付宝或银行卡支付。

发票获取:学员支付完成后可在
“
我的发票

”
中自行打印电

子发票,电子发票和普通增值税发票具有同样效力,可作为报销

凭证。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全 国 增 值 税 发 票 查 验 平 台 网 址 :

https∶ //inv-vcri。 chinatax。 gOv。 cn

八、联系方式

四川专业技术人员公需科目在线学习平台网址 :

http∶ // www。 scjxjypx。 Com

联系人:四川创联国培中心

培训服务热线:400-028-2575

培训服务邮箱:scrsrCpxachinahrt。 com

附件:1。 在线学习测试操作说明

四丿丨|庖刂 限公司:教育

二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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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在线学习测试操作说明

一、领取卡号。拟开展网络培训的单位经办人员支付培训费

用后第二个工作日,联系四川创联基地查询到账情况,并报送参

训人数,申 请领取网络培训激活码,然后自行分配给本单位学员。

领 取 电话 :400-028-2575。 如遇 电话忙时可发送邮件 至

scrsrcpxOchinahrt。 com或 通过对应 qq群进行申请。

二、登陆主页。领到激活卡号的学员登录
“四川专业技术人

员在线学习网 (http∶ //www。 scjxjypx。 c olll)” 进入首页。

三、注册登陆。从首页 [在线学习入口],进行登陆。

1.老学员,请使用以前注册的账号 (学 员设定的账号或

学员身份证 )及密码登陆。

2.如果忘记账号或密码,请点击注册登陆入口界面的[找 回

用户名和密码],在弹出页面填写姓名和身份证,找 回方式选择

[直接找回],点 击确认后会显示用户名和新密码。

3.新学员需注册后才能进入系统学习,点击登陆窗口上的

[注册],进入 “
填写账户信 `惑

”
页面,按提示填写用户名及密码

(用 户名建议使用个人身份证号填写 ),点 击确认后进入 “
填写

详细信 `急

”
界面,其 中带冰号的栏目为必填项目,请准确填写个人

— 5—



信
`急
,便于数据的查询及统计。

注意:在所属组织栏,请找到正确的所在单位,以免激活

码不能使用;如果找不到所在单位,请拨打 400-028-2575,联

系管理员进行添加;注册成功后请牢记个人的用户名和密码,便

于以后登陆学习。

4.全部填写完毕后,点击 [保存],注册成功即可进行登陆。

5.如 在注册登陆时有其他 问题 ,请 拨打咨询电话 :

400-028-2575

6.各单位可以向管理员申请本单位管理账号,便于随时掌

握本单位学习情况和帮助本单位学员找回用户名和密码。

四、开始学习。1.学 习激活。登陆系统后,点 击首页 [我 的

课程],选择相应培训计划,将看到要学习的内容。首次选择计

划时,系 统要求激活计划才能进行学习,请按提示输入领取的序

列号和激活码,即 可完成激活。下次登陆后可直接进行学习。

注意:本次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请参训学员务必学

完必修课后,再学习选修课,并确保学满规定学时的课程,并且

通过测试,才算合格。

2.进入学习。培训任务激活后,点 击右侧 [去 学习],选择

相应课程图标即可进入此课程学习页面,随后点击相应章节即可

进行学习。选修课程可点击右上角[添加课程]进行添加。

五、在线测试。学习完规定课程后,点 击首页 [我 的考试],

选择对应测试计划,即 可进行在线测试。测试试卷通过题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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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生成,每位学员的测试题不完全相同,测试时间为 90分钟。

做完试题后,点 击 [提交试卷],显示测试成绩,成绩分为通过或

不通过两个等级。不通过者可再次登陆重新测试。

六、打印证书。通过测试的学员,点击首页的 [证 书打印],

选择对应的计划,再点击 [打 印证书],即 可打印出培训证书,

完成学习计划。

七、有关说明。为方便学员学习,平 台同时开通了移动学习

终端。学员可扫码下载
“
融学

”APP扫码或关注 “四川创联国培

基地
”
微信公众号进行在线学习 (二维码附后 )。

“
融学

”APP 微信公众号

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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