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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是培育和形成共同價值觀、增強凝聚力的關鍵性工作！

企業的人才隊伍建設一般有兩種：一種是靠引進；另一種是靠自己培養。

通過培訓，可以向員工灌輸企業的價值觀，培養員工良好的行為規範，

增強員工對企業的認同感，增強員工與員工、員工與管理人員之間的凝聚

力和團隊精神。同時，可以使員工能夠按照要求、標準實施工作，減少人

為的工作失誤。

培訓是提升員工技能，達到人與“事”相匹配的有效方法！

只有通過培訓，才能實現崗位技能規範、專業知識及技能提高的目

的，才能達到崗位規範高一層標準，以適應未來崗位的需要。

培訓是激勵員工工作積極性的重要措施！

通過金錢對員工的激勵是暫時的，員工更看重的是通過工作得到更

好的發展和提高。而培訓能夠為員工提供不斷吸收新知識、新技能、新

標準的機會，奠定員工職業生涯的發展基礎。

培訓是建立學習型企業的最佳手段！

學習型企業與一般企業的最大區別在於：永不滿足地提高產品和服

務的品質，通過不斷學習和創新來提高效率和效益。

培訓造就優秀員工，只有優秀員工才能提供優質服務！

目前，國內各個安保服務企業的管理、服務、人員旗鼓相當，市場

競爭日趨激烈，只有實現傳統安保服務的突破和創新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其唯一途徑就是不斷提高安保服務的品質，而具體實施服務的員工成為

提高服務品質決定性、關鍵性因素。

培訓在不斷打造有別于同行並領先于同行的優勢！

           培訓促使自己的員工隊伍具備同行員工不具備的新技能、新知識、

新標準，“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有我精”，形成企業自己獨特的競

爭優勢。最終搶到了別的企業難以觸及的市場份額。

為何安保企業選擇專業職業技能培訓？為何安保企業選擇專業職業技能培訓？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安保類專業職業技能培訓

安保類專業職業技能:

安保類專業職業技能是指凡涉及治安、保安、安防、社會綜合管

理領域，涵蓋社會治安或輔警功能的從業人員所必須具備的崗位技能。

安保類專業職業技能培訓：

即圍繞安保類職業技能培訓項目，具有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全國唯一專設所進行的職業技能培訓（考試）。

安保類職業技能項目主要有以下：

（一）城市軌道交通安保（檢）員。

（二）校園安保人員培訓（安保員、安保主任）。

（三）安保諮詢審計師培訓（初、中、高）。

（四）智慧安保策劃師培訓（初、中、高）。

（五）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主任（初、中、高）。

（六）保安職業培訓講師培訓（初、中、高）。

專業職業技能培訓的亮點專業職業技能培訓的亮點



《專業能力證書》式樣說明：

【證書護套】

1. 採用特製專用造革材料，顏色為藍色，證書護套規格 27.0cm x 19.6cm。

2. 封面採用凹型燙金，上面字樣為 “專業能力證書”，下面印有 “中華人民

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職工教育和職業培訓協會” 字樣，

中間是 “國徽” 圖案。

3. 背面左上方燙有凹型為“中國職協”標誌，下方燙有凹型“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職工教育和職業培訓協會監製”字樣。

【證書內頁】

證書內頁主色調為藍色，規格長 25.7cm、寬為 18.2cm，正面為藍花

邊和網底，右下方為 “中國職工教育和職業培訓協會” 的公章，左下角

印有證書序列號。背面為藍色花邊和網底，印有“證書說明”。



課程簡介例一：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主任培訓課程介紹

1. 課程名稱（等

級）

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主任（初、中、高級）

2. 課程簡介 單位和社區是人們賴以生存、居住、生活和工作的基本空間，也是保

安服務企業最為主要的服務物件，其治安狀況因具有聚眾性、集中性、

突發性強、牽扯面廣和影響力大等特點，而被稱為社會穩定的晴雨錶，

與建設和諧社會休戚相關，直接影響到社區、單位、家庭和個人的人

身、財產安全。單位和社區安全管理是以提供滿足單位和社區運營運

作活動的安全環境，保障單位和社區運轉正常為總目標。 

培訓課程採取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輔以疑難講解、案例分析、分組討

論、現場實操和互動交流等方式進行。

3. 培訓單位

及

聯繫電話：

深圳市新境界職業培訓管理有限公司

聯繫電話： （0755）29601566          13798315988

聯 系 人：  歐陽媚

4. 培訓對象 （1）安保行業從業人員；

（2）安保企業管理人員；

（3）安保培訓機構工作及培訓講師；

（4）有安保需求的的企業及人士；

（5）公安機關保安行業主管機構工作人員。

5. 培訓教材 （1） 國家刑法、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常用法律法規及實務；

（2） 中國保安行業的發展及現狀；

（3） 《保安服務條例》及其解讀；

（4） 《保安員職業標準》；

（5） 《保安員培訓教學大綱》；

（6） 《保安服務操作規程和品質控制》；

（7） 《突發事件應對法實施手冊》；

（8） 《保安專業技能》（守護、巡邏、押運、隨身護衛、安全

檢查、區域秩序維護、安全技術防範、安全風險評估）；

（9） 《保安相關技能》（消防安全知識、道路交通安全知識、

現場救護知識）；

（10）《保安職業素質要求》（保安職業道德、保安禮儀、保安公文寫

作）；

（11）《保安軍體和防衛技能》（佇列、體能、防衛技術）；

（12）《高級保安員培訓教程》

（13）《保安主管崗位職業技能培訓教程》；



（14）《單位和社區安全保衛》； 

（15）《流動人口管理》；

（16）《大型活動安全保衛》。

6. 主要師資介紹 劉家瑞 — 刑警學院教授

夏桂榮 — 公安大學教授

童 時 — 全國安全防範報警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客座教授

田曉峰 — 北京盈科(深圳)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尹傑德 — 亞洲專業保安訓練學院高級培訓導師

何  立 — 深圳市新境界職業培訓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保安職業培訓講師

7. 教學大綱 見附件 (1)

8. 課程設置 1.

基礎課程

課程名稱 初 中 高

（1） 國家刑法、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

等常用法律法規；

4 3 1

（2）中國保安行業的發展及現狀； 2 2 2

（3）《保安服務條例》及其解讀； 2 1 1

（4）《保安員國家職業標準》； 3 2 1

（5）《保安員培訓教學大綱》； 1 1 1

（6）《保安服務操作規程和品質控制》； 1 1 1

（7）《突發事件應對法實施手冊》； 1 1 1

8. 課程設置 2.

專業課程

（8）《保安專業技能》 4 3 2

（9）《保安相關技能》 4 3 2

（10）《保安素質要求》 3 2 1

（11）《保安軍體和防衛技能》 4 2 1

（12）《高級保安員培訓教程》 4 3 2

（13）《保安主管崗位職業技能培訓教

程》； 

4 3 2

（14）《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 4 4 4

（15）《大型活動安全保衛》。 4 4 4

合計課時 45 35 26

9. 培訓計劃 根據各地培訓生源情況不定期開班，基本開班條件為 50 人，

以 50 人至 100 人以內為宜。

10. 開班時間 具體開班時間請待通知。

11. 報名方式 1、單位團體報名方式：

統一由所在工作單位收集準確的身份證影本、證件照數碼相片、培

訓費用等；

統一在深圳市新境界職業培訓管理有限公司繳費報名。



2、個人報名方式：

深圳市寶安區新安街道創業二路 195 號寶路商務大廈 4 層 406 號：

   報名電話：（0755）29601566    13751008846     倪紅生

個人報名時請帶上身份證正本，培訓費，現場拍攝數碼相片。

12. 收費標準 初級 4800 元/人.期、中級 5900 元/人.期、高級 7800 元/人.期

13. 培訓地點 為方便各地學員學習，視學員分佈情況確定集中培訓地點

14. 培訓方式 自學、面授和實操相結合

15. 考核方式 考試方式：筆試（閉卷），填寫答題卡。

考試題型：單項選擇、多項選擇、判斷、填空、簡答、論述、案例分

析等。

安保類職業技能培訓費

城市軌道交通安保（檢）員：                  3,280 元人民幣/人.期
校園安保人員：                              3,280 元人民幣/人.期

安保諮詢審計師 (初級)：                      3,680 元人民幣/人.期
安保諮詢審計師 (中級)：                      4,280 元人民幣/人.期
安保諮詢審計師 (高級)：                      5,580 元人民幣/人.期
智能安保策劃師 (初級)：                      3,680 元人民幣/人.期
智能安保策劃師 (中級)：                      4,280 元人民幣/人.期
智能安保策劃師 (高級)：                      5,580 元人民幣/人.期

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主任 (初級)：              4,800 元人民幣/人.期
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主任 (中級)：              5,900 元人民幣/人.期
單位和社區安保管理主任 (高級)：              7,800 元人民幣/人.期

保安職業培訓講師 (初級)：                    4,800 元人民幣/人.期
保安職業培訓講師 (中級)：                    5,900 元人民幣/人.期
保安職業培訓講師 (高級)：                    7,800 元人民幣/人.期

培訓費用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