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鸿科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鸿科培﹝2022﹞4号 
 

 

关于开展 2022 年第四期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线上师资培训的通知 

各试点院校、相关单位： 

为稳步推进 1+X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

作，提升教师的教学、培训和考核评价能力，鸿科经纬公司将

开展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线上师资培训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培训时间及内容 

1.培训时间： 

初级 2022 年 10月 10 日-2022 年 10 月 14日 

中级 2022 年 10月 17 日-2022 年 10 月 21日 

高级 2022 年 10月 17 日-2022 年 10 月 21日 

2.培训内容：1+X 网店运营推广初级、中级、高级（详见

附件培训及考核安排）。 

二、培训人员 

主要面向拟申报/已申报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试点院校的专、兼职老师。 

三、培训组织 

1.组织单位：北京鸿科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2.组织方式：线上培训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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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 申 请 云 课 程 账 号 教 师 可 登 录 云 课 程 官 网

（http://yun.hotmatrix.cn）点击教师账号申请。  

3.报名截止时间：2022 年 10月 9 日 16 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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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直播地址初级于 2022 年 10 月 8 日，中高级于 2022 年

10 月 14日在云课程公告栏目通知，请报名老师及时查看。 

五、其他事项 

1.培训结束经考核合格后，颁发“1+X 网店运营推广培训

讲师”证书（详见附件培训及考核安排）。 

2.本次培训免收培训费、考核费、证书费。 

3.联系方式：400-0077-890 

附件：培训及考核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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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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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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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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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10月10日-10月14为《网店运营推

广》初级直播课，10月17日-10月21为《网店运营推广》

中、高级直播课，各位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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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按级别设置学习班级，每个班

级分别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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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报名此次培训老师及时添加对应区

域老师微信号，加入学习服务群，请按“学校+姓名+级别

”申请入群并修改群备注！ 



 

具体课程安排如下表： 

《网店运营推广》（初级）直播课程表 

日期 时间 授课方式 授课主题 

10月10日 09:00-11:00 直播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整体介绍（试点情况、

考试情况、教材及培训介绍

）、标准解读 

10月10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实训软件基础操作 

10月11日 09:00-11:00 直播 
视觉营销元素在装修中如何

体现 

10月11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装修实训 

10月12日 09:00-11:00 直播 
网店基础操作中必须注意的

细节 



10月12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基础操作实训 

10月13日 09:00-11:00 直播 
如何用理论来指导智能客服

训练 

10月13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客户服务实训 

10月14日 09:00-11:00 直播 
网店运营推广（初级） 

高频问题讲解与答疑 

10月14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运营基础综合实训 

 

《网店运营推广》（中级）直播课程表 

日期 时间 授课方式 授课主题 

10月17日 09:00-11:00 直播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整体介绍（试点情况、

考试情况、教材及培训介绍

）、标准解读 

10月17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实训软件基础操作 

10月18日 09:00-11:00 直播 SEO优化教学中的易混淆点 

10月18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SEO优化实训 

10月19日 09:00-11:00 直播 SEM推广教学中的应知应会 

10月19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SEM推广实训 

10月20日 09:00-11:00 直播 
信息流推广教学，从理论到

实践 



10月20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信息流推广实训 

10月21日 09:00-11:00 直播 
网店运营推广（中级） 

高频问题讲解与答疑专场 

10月21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推广实训 

 

《网店运营推广》（高级）直播课程表 

日期 时间 授课方式 授课主题 

10月17日 9:00-11:00 直播 
网店运营推广标准解读及课

程内容介绍-高级 

10月17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实训软件基础操作 

10月18日 9:00-11:00 直播 网店规划与开设 

10月18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运营体验 

10月19日 9:00-11:00 直播 商品运营 

10月19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运营入门实训 

10月20日 9:00-11:00 直播 流量获取与转化 

10月20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运营进阶实训 



10月21日 9:00-11:00 直播 订单处理及数据分析 

10月21日 14:00-17:00 自行实训 网店运营高阶实训 

 

二、考核安排 

1.考核形式 

1+X 网店运营推广师资培训考核由过程性成绩和考试成

绩两部分组成，过程性成绩合格后颁发“学时证明”证书；

两部分均合格后颁发“1+X 网店运营推广培训教师”证书。 

过程性成绩通过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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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hotmatr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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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性成绩合格标准 

云课程平台学习情况 练习最高分 

初级 
理论课程 ≥60分 

实训课程 ≥60分 

中级 理论课程 ≥60分 



实训课程 ≥60分 

高级 
理论课程 ≥60分 

实训课程 ≥60分 

表 2 考试成绩合格标准 

考试成绩合格标准 

级别 理论 实训 

初级 ≥60分 ≥60分 

中级 ≥60分 ≥60分 

高级 ≥60分 ≥60分 

2.考核时间

本次过程性练习成绩截至时间为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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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16时报名截止，

中级、高级考试时间为 10 月 27日-10月 28日，10 月 26日

16 时报名截止，每批次名额报满截止。老师可根据自己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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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 知识考核时间 技能考核时间 

初级 60分钟 150 分钟 

中级 60分钟 120 分钟 

高级 60分钟 18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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