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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 

项 目 手 册 
 

 

 

注册职业采购助理  

注册职业采购专员  

注册职业质量专员  

 

【标准兴国·质量强国】普及标准化进行中…… 
 

 

国培互联技术培训（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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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认证协会授权-国培中心  简介 

 
 美国采购协会简介(American Purchasing Society 

简称APS)是国际采购与物资管理联盟IFPMM 的发起

组织,是全球最具权威的采购管理领域的培训认证专

业组织，其CPPM 国际资质认证得到世界157 个国家

政府的认可,其知识体系完善、职业标准先进、操作

技能全面，具备良好的通用性，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

国际权威性。 

 

 国培互联技术培训（北京）中心（英文简称“NTN”）

是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中国认证

认可协会批准的认证咨询机构（机构备案号：

CCAA-ZX-2016-030）,同时也是中国认证认可协会的

理事单位，2018年同时被美国认证协会(ACI)授权

CAP/CPP/CQP实施单位,批准号：ACI-2018-1296 

 

随着就业要求的不断提高，经过认证的专业采购人员

已经从众多工作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CPPM 双认证分为三个级别： 

1 注册职业采购助理(Certified Assistant 

Purchaser简称CAP）-初级 

2 注册职业采购专员（Certified Purchasing 

Professional 简称CPP）-中级 

3 注册职业采购经理（Certified Professional 

Purchasing Manager 简称CPPM）-高级 

 

  

更多 www.isocn.cn 

授 权 书 

人社部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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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查询说明 
 

2005年4月,美国采购协会(APS)注册职业

采购经理认证CPPM 项目,CPPM 证书被纳入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统一管理体系。 

 

 CAP/CPP中文证书查询：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学员收到资格证书后可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证书管理平

台http://gjzs.osta.org.cn/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两项即进行查询

证书真伪。 

 

 CAP/CPP英文证书查询：美国采购协会官网 

查询网址为https://www.american-purchasing.com/aci ，输入英文

证书的编号，例如：CPP21401326xx.  查询框如下图： 

 

 

 

 

 

在查询时，请尽量用Windows IE 浏览器以正常显示出查询框。如未显

示查询框，请在弹出窗口上点击显示所有内容 

即可显示出查询框。 

 

 CQP英文证书查询：美国认证协会官网 

www.amcertinst.org.cn  或 www.amcertinst.org 

 

 

 

 

http://gjzs.osta.org.cn/
https://www.american-purchasing.com/aci
http://www.amcertinst.org.cn/
http://www.amcertins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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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证书用途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于 2009 年对 CPP /CPPM 采购资格证书的进行了重

点介绍和推荐： 

http://edition.cnn.com/2009/LIVING/worklife/02/11/cb.jobs.certificat

ion/index.html 

 

全球最大招聘求职网站 indeed, 输入 CPP或 CPPM可罗列出许多北美公司招聘采

购岗位时明确要求具备 CPP/CPPM 资格： 

https://www.indeed.com/jobs?q=CPPM&l&vjk=f1793c44935dad10 

 

 

 

 

http://edition.cnn.com/2009/LIVING/worklife/02/11/cb.jobs.certification/index.html
http://edition.cnn.com/2009/LIVING/worklife/02/11/cb.jobs.certification/index.html
https://www.indeed.com/jobs?q=CPPM&l&vjk=f1793c44935da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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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考 条 件 
 

 注册职业采购助理（CAP-初级） 

1、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无工作经验要求；  

2、管理相关专业，如：物流管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采购

商贸或仓储管理等 

 

注册职业采购专员（CPP-中级） 

1 具有大专学历,连续从事本工作 3 年以上； 

2.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 

3.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注册职业质量专员（CQP） 

1、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无工作经验要求；  

2、管理相关专业，如：物流管理，财务管理，工商管理，财务管理，采购

商贸或仓储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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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流 程 及 证 书 
 

学员填写《认证申请表》见附件→资格审核→参加认证培训→参加认证考

试→通过考试→获得美国采购协会（APS）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

能鉴定中心颁发的专业采购人员（CAP&CPP&CQP）中、英文证书→实现了国际和

国内"双认证"。是目前唯一认可的国际采购资格认证。 

 

申请采购认证所需提交文件： 

1.填写好的注册职业 CAP&CPP&CQP 培训认证申请表 

2.学历复印件 1 份、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工作年限证明 1 份、1 寸彩色照片（电

子版本） 

 

 

课程设置（六大模块 24 课时） 

 
 

模块一、供应商选择与评估 

 

1） 供应市场的种类与经济学分析 

2） 供应商的信息来源 

3） 供应商评估的指标与权重 

4） 供应商的等级评定与管理 

5） 供应商关系冲突与协调 

模块四、供应链管理 

 

1） 供应链管理的核心 

2) 需求管理流程 

3) 供应链运营管理流程 

4) 在供应链上发展和实施伙伴关系 

5) 供应链管理前后级管理 

模块二、采购谈判技巧 

 

1） 采购谈判的认识 

2） 采购谈判的挑战是什么 

3） 如何实施有效的谈判 

4） 谈判技能训练 

5） 如何制定谈判计划 

模块五、采购成本管理 

 

1）成本管理的采购战略 

2） 采购价格及采购成本分析技术 

3） 采购成本财务分析 

4） 供应商成本现场改善之道 

5）降低采购成本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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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采购合同管理 

 

1） 合同的形式 

2） 合同的管理 

3） 合同修改、签约 

4） 合同违约和争议解决 

5）采购合同的价格形式 

模块六、采购战略及风险控制 

 

1） 采购战略管理 

2） 成本管理的采购战略 

3） 采购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技术 

4） 内部控制风险 

5）采购的内部管理---控制和审计 

 

 

 

 

 

报 考 费 用 
 

1．注册采购助理 CAP（初级/无工作经验要求）合计：4800 元（含教材费，培

训费，证书费） 

2. 注册采购专员 CPP（中级/有工作经验要求）合计：5800 元（含教材费，培

训费，证书费） 

3. 注册质量专员 CQP  合计：4000 元（含教材费，培训费，证书费） 

   报任意两项双证书：7000 元（含教材费，培训费，证书费） 

先缴纳报名费用 500 元，统一快递学习资料和收据，尾款培训现场补交。 

 

强调说明： 

具有大专学历在校大学生即可报考注册职业采购助理（CAP）,毕业连续从

事本工作 3 年以上，可以直接申请注册职业采购专员（CPP）；取得 CPP 资格证

书，可直接申请 CPPM 在线考试通过，即可获得注册采购经理（CPPM）资格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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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 方 式 

1 ．填写 CAP&CPP&CQP 认证申请表填写完整后 E-mail ：515776060@qq.com，以

转账方式将相关费用汇至指定账户： 

开户单位：国培互联技术培训[北京]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南二环支行 

帐    号：150128311           支付宝：2851800199@qq.com 

将汇款单拍照或截频发送邮箱：515776060@qq.com，专人联系您进行课前学习

指导、备考指导和快递教材。 

 

联 系 方 式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 2 号院迦南大厦 A 座 14E 

邮    编：100054 

联 系 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10）87872610，13501372032 

邮    箱：515776060@qq.com 

 

 

 

 

 

 

免费：400-138-9001      紧急事务:18611909001 

公众号：国培 ISO 

mailto:：51577606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