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中教培„2021‟34号 
 

 

 

关于开展 1+X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线上师资培训的通知 

 

各试点院校、相关单位： 

为贯彻《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在院校实施“学历

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教

职成„2019‟6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推进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

意见》（教职成厅函„2019‟19号）文件精神，全面提升数

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教育培训质量，提高教

师教学、培训和考核评价能力，提升院校开展试点工作的整

体水平，按照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

进度安排，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决定在 10 月份

开展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和中级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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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培训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内容和方式 

1.培训时间 

初级：2021 年 10 月 11 日-2021年 10 月 15日 

中级：2021 年 10 月 18 日-2021年 10 月 22日 

2.培训内容：详见《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及考核

安排》（附件 1）。 

3.培训方式：线上培训 

二、培训人员 

1.本科、高职和中职院校市场营销、网络营销、电子商

务、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连锁经营

与管理、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等财经商贸类专业专兼职教

师。 

2.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相关

教师。 

三、培训组织 

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四、培训报名 

1.本次师资培训班将采用“1+X 云课程+直播讲解答疑+

双师大班课”的方式开展，参训教师通过云课程“培训教师

认证-师资培训报名”栏目选择相应等级报名。 

未 申 请 云 课 程 账 号 教 师 可 登 录 云 课 程 官 网

（http://dm.itmc.cn），点击“注册教师账号”，按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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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以院校为单位进行申请。 

具体培训报名操作详见《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及

考核安排》（附件 1）。 

2.培训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10月 8 日 16时。培训报

名时间截止后，已提交报名等级不可更改，请确保报名信息

填写完整、真实、准确。 

3.直播地址 

初级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 10时，中级于 2021年 10 月

17 日 10 时在云课程公告栏目通知，请报名教师及时查看公

告。 

五、培训考核及证书 

1.本次培训考核成绩分为过程性成绩和考试成绩。过程

性成绩合格后颁发“学时证明”证书（初/中级）；过程性

成绩和考试成绩均合格后颁发“1+X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培训

教师”证书（初/中级）。 

2.过程性成绩通过教师在云课程平台自主学习情况进

行评测。过程性练习成绩截至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

过程性成绩取平时练习成绩最高分。 

考试成绩通过统一组织的考试进行评测。初级考试时间

为 10 月 25 日-10 月 27 日，10 月 21 日 24 时报名截止；中

级考试时间为 10 月 27 日-10 月 29 日，10 月 25 日 24 时报

名截止。教师可根据自己所学级别选择相对应的考核计划。 

具体考核安排及报名操作详见《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

培训及考核安排》（附件 1）和《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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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报名手册》（附件 2）。 

六、培训费用 

本次培训免收培训费、考核费、证书费。 

七、其他事项 

1.联系电话：400-081-0003 

2.培训交流 QQ群 

初级培训交流 QQ群：676074156 

 

 

 

 

中级培训交流 QQ群：140426994 

 

 

 

 

 

附件 1：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及考核安排 

附件 2：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报名手册 

 

 

 

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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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及考核安排 

 

一、培训安排 

本次师资培训采用“1+X 云课程+直播讲解答疑+双师大

班课”的方式。 

1+X 云课程平台：内臵了丰富的多媒体资源、书证融通

方案、培训指导方案、模拟试题库、技能实训平台。既能满

足理论学习，也能进行技能实训。除此之外，教师们还可以

借助 1+X 云课程进行班级管理和在线教学。 

直播讲解：10月 11 日-10 月 15日为数字营销技术应用

证书（初级）直播课，10月 18日-10月 22日为数字营销技

术应用证书（中级）直播课，各位教师可根据报名级别选择

相对应的课程进行专项学习训练。 

双师大班课：本次培训按级别设臵学习班级，每个班级

分别配臵培训讲师和助教多名，培训讲师负责线上直播授

课、重点问题解答，助教根据学习情况提供在线辅导、个性

化答疑等服务。 

具体课程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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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证书（初级）直播课程表 

日期 时间 授课方式 授课主题 

第一天 

（10 月 11 日） 

9:00-11:00 直播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标准解读及整体介绍(试点方案、考核

方案、教材及培训介绍) 

初级实训软件基础操作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初级实训软件基础操作 

第二天 

（10 月 12 日） 

9:00-11:30 直播 
App 营销知识与技能讲解 

App 营销技能实操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App 营销技能实训 

第三天 

（10 月 13 日） 

9:00-11:30 直播 
小程序营销知识与技能讲解 

小程序营销技能实操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小程序营销技能实训 

第四天 

（10 月 14 日） 

9:00-11:30 直播 
社交营销知识与技能讲解 

社交营销技能实操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社交营销技能实训 

第五天 

（10 月 15 日） 

9:00-11:00 直播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初级）整体回顾

及常见问题讲解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初级）问题答疑 

14:00-17:00 自行实训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初级）实训 

 



 

 7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证书（中级）直播课程表 

日期 时间 授课方式 授课主题 

第一天 

（10 月 18 日） 

9:00-11:00 直播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标准解读及整体介绍(试点方案、考核

方案、教材及培训介绍) 

中级实训软件基础操作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中级实训软件基础操作 

第二天 

（10 月 19 日） 

9:00-11:30 直播 
搜索排名优化知识与技能讲解 

搜索排名优化技能实操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搜索排名优化技能实训 

第三天 

（10 月 20 日） 

9:00-11:30 直播 
搜索竞价营销知识与技能讲解 

搜索竞价营销技能实操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搜索竞价营销技能实训 

第四天 

（10 月 21 日） 

9:00-11:30 直播 
推荐引擎营销知识与技能讲解 

推荐引擎营销技能实操演示 

14:00-17:00 自行实训 推荐引擎营销技能实训 

第五天 

（10 月 22 日） 

9:00-11:00 直播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中级）整体回顾

及常见问题讲解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中级）问题答疑 

14:00-17:00 自行实训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中级）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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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安排 

1.考核形式 

1+X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考核成绩分为过程性成

绩和考试成绩。过程性成绩合格后颁发“学时证明”证书（初

/中级）；过程性成绩和考试成绩均合格后颁发“1+X 数字营

销技术应用培训教师”证书（初/中级）。 

过程性成绩通过教师在云课程平台自主学习情况进行

评测，合格标准见表 1。 

考试成绩通过统一组织的考试进行评测，考试成绩合格

标准见表 2。 

成绩查询可登录云课程平台（http://dm.itmc.cn）“培

训教师认证-成绩查询”栏目查看，成绩单上的过程性成绩

存在延时性，实时的过程性成绩可通过“学情分析-个人分

析”栏目查看。 

表 1 过程性成绩合格标准 

云课程平台练习 练习最高分 

初级 ≥60分 

中级 ≥60分 

表 2 考试成绩合格标准 

级别 分数 

初级 ≥60分 

中级 ≥60分 

2.考核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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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过程性练习成绩截至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1 日，

过程性成绩取平时练习成绩最高分。 

初级考试时间为 10 月 25日-10月 27 日，10月 21 日 24

时报名截止；中级考试时间为 10 月 27 日-10 月 29 日，10

月 25 日 24时报名截止。教师可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通过云

课程“培训教师认证-认证考试报名”栏目选择相对应级别

的考试批次，考试完成三个工作日后可登入云课程平台查看

成绩。 

考核时间安排如下表： 

 

 

 

 

 

 

 

 

 

 

 

 

 

 

级别 考核时间 

初级 150 分钟 

中级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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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数字营销技术应用师资培训报名手册 

 

一、注册和登录 

登录登录云课程官网（http://dm.itmc.cn），点击“注

册教师账号”，根据页面提示完成教师账号申请（已有账号

直接登录）。 

 

 

 

 

 

 

备注：账号注册存在问题请致电 400-081-0003 

二、师资培训报名 

登入账号后选择“培训教师认证-教师信息完善”栏目

根据页面提示完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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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号标识为必填选项 

信息完善审核通过后，选择“培训教师认证-师资培训

报名”栏目，点击右上角蓝色“培训报名”按钮完成报名即

可。（期数选择“数字营销技术应用线上师资培训”，等级

选择所要报名的级别，等级可多选） 

 

 

 

 

 

 

 

 

 

 

 

 

 

 

 

 

三、认证考试报名 

选择“培训教师认证-认证考试报名”栏目，跳转页面

后根据自己所学级别选择相对应的考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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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认证考试  

根据所选考核计划时间，在考前登录云课程教师账号通

过“培训教师认证-前往考试”栏目填写相对应的信息进行

考试。默认准考证为手机号，密码为准考证后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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