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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协培函〔2023〕1 号

关于举办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管理
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培训班（合肥）的通知

为适应物业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提高物业承接查验和设施

设备管理操作水平，提升各地物业服务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专业素

质，经研究，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定于 4月 11 日—14 日,

在合肥市举办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管理专业技术岗位技能

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

承办单位：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

二、培训教材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编著的《物业承接查

验操作指南》（2021 年修订版）和《物业设施设备管理指南》

（2020 年修订版）

三、培训课程

模块一：房屋管理与消防系统

模块二：空调与给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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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强电系统与弱电系统

模块四：电梯系统

四、报名条件

1.物业设施设备管理经验和物业承接查验操作经验的工程

技术人员；

2.从事物业设施设备承接查验和管理工作的相关人员。

五、时间地点

（一）报到时间：4 月 10 日 13:00—17:00；

（二）培训时间：4 月 11 日 8:30 至 4 月 14 日 12：00，共

3.5 天；

（三）培训地点：金环大酒店（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

528 号，总机：0551—62210666）。

六、培训缴费

（一）收费标准

1.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或合肥物业管理协会会员单位报名费：

1500 元/人（含资料费）；

2.非会员单位或个人报名费：1800 元/人（含资料费）。

（二）缴费须知

1.请在报名时通过银行汇款方式缴纳（请勿以其它方式汇

款）。以个人名义汇款的，请注明单位名称。转账时，务必备注

“单位简称+学员姓名”。汇款截止时间为 4 月 4 日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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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发票：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开具增值税电子

普通发票，培训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发送至报名电子邮箱。

账户名称：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12100000717801278K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甘家口支行

账 号：0109 0026 7010 668

2.退费办理，报名后因故无法参加本次培训，务请于 4 月 7

日 17:00 前电话联系会务组（会务组电话：0551-62646808），

以便安排退费工作，逾期不予办理。

（二）食宿费用及说明

学员可参考以下信息，自行安排住宿与用餐：

1.住宿：学员可自行安排住宿。选择在酒店入住的学员，在

4 月 4 日 17:00 报名截止前，可享受金环大酒店酒店协议价【标

准间 240 元/间·天（含早餐）、大床房 240 元/间·天（含早餐）】。

务请在报名系统中勾选入住的起、止日期，酒店根据学员需求安

排入住，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安排的（先到先得），需由酒店进行

合理调配，敬请学员谅解配合。

请学员报到时自行到酒店前台办理入住，费用自理。

2.用餐：学员可自行选择在酒店用餐或外出就餐。选择在酒

店用餐的学员，报到时可自行到酒店前台购买餐票，凭餐票用餐。

自助午餐与自助晚餐价格均为 68 元/人·餐（满 50 人方可开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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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宿与用餐发票由酒店统一开具，凡在酒店入住的学员，

在酒店用餐费可与房费一同结算开票。

七、报名时间、方式及流程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4 月 4 日 17:00，报名学员满 180

人以上方可开班。

(二)报名方式及流程

培训采用网络报名方式，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登陆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网站（www.ecpmi.org.cn），未注

册的须提前以公司名称注册账号。经“服务平台”点击“培训中

心”，选择“《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管理专业技术岗位技能

培训班》”，填写参会人员信息后提交报名。

2.报名信息经系统“审核通过”后，可通过银行缴纳培训费。

完成缴费 2 个工作日后，请登陆管理系统打印《报到通知书》，

完成报名工作。

八、报到事项

（一）报到时间：4 月 10 日 13:00-17:00

（二）报到要求：

1.请出示《报到通知书》，如有特殊事项请在 4 月 9 日 17：

00 前与会务组联系（会务组电话：0551-62646808）。

2.携带打印完好并贴有3张1寸白底彩色免冠近照和身份证

复印件的《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培训班

（合肥）学员档案卡》（附件 2）交会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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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事项

（一）请学员在参训期间做好自身健康安全防护；

（二）请在培训结束前，完成《办公建筑绿色运行维护管理

现状调查问卷》在线填写，填报链接：https://www.wjx.top/jq/48

335980.aspx。

（三）培训结束后，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将对培训学

习合格的学员颁发《物业管理从业人员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培训结

业证书》，颁发时间由会务组另行通知。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培训中心

联系人：代海芳、张 越

电 话：010-88082353

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会务组）

联系人：江 燕、王运雅

电 话：0551-62646808

附件：1.培训课程及师资介绍

2.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专业技术岗位技能

培训班（合肥）学员档案卡

2023 年 3月 15 日

抄送：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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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培训课程及师资介绍

自 2010 年起，应广大会员单位需求，中国物协设施设备技

术委员会编写出版了《物业承接查验操作指南》《物业设施设备

管理指南》丛书。丛书遵循《物业管理条例》基本原则，紧扣物

业服务企业管理职责，汇集行业发展多年来承接查验操作经验，

是集技术性、实用性与指导性于一体的系列丛书。中国物协以两

本指南为教材，根据物业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开展“全国物业

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管理专业岗位师资培训班”，已经累计开班

70 余期，参加培训人员超过 17,000 人，为各地建立了物业承接

查验与设施设备专业岗位技术人员培训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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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寿轩 老师

主讲：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

职务：北京国基伟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高级顾问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专家委员会 委员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聘讲师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外聘教授

山东山青物业管理研究院外聘教授

职称：空调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物业管理师

简介：从事暖通空调专业工程设计、安装调试、运行维护、

技术改造及设施设备管理 50 余年，在空调运行维护、技术改造、

安装调试、节能减排、设备管理、专业教学等方面解决了多项疑

难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获得了多项成果。

王寿轩老师在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高级顾问与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专家委员会委员

期间，作为主要评审专家参加了国家标准《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

理规范》（2016 修订版）和行业标准《绿色建筑运行维护技术

规范》编写工作。作为执行副主编及副主编，负责编写《物业项

目经理实操精选》；主笔《物业承接查验操作指南》概述、空调、

给排水部分；主笔《物业设施设备管理指南》管理基础、空调系

统部分。2009 年“楼宇设施设备管理新模式”获中国设备工程

学会 TnPM 分会年会“优秀论文奖”，2016 年在河南省科技学会

年会发表专业论文与专题演讲“绿色建筑运行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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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利敏 老师

主讲：房屋及设施管理和消防设施设备管理

职务：广东宏德科技物业有限公司 董事 战略发展部高级顾问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物业管理设施设备专家库 专家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

职称：船舶轮机工程师/物业管理师

简介：在广州市三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国家一级资质物

业服务企业）担任总经理 21 年，负责全面经营管理工作。并在

公司成立前期负责筹划建立公司物业设施设备运维组织体系，担

任工程经理 5 年。负责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工作。

王利敏老师在担任广州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副会长、常务副

会长期间，负责编写了《物业设施设备故障分析及处理案例集》

培训教材，参与评审了《物业服务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在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委员、常务副主任

兼秘书长期间，参加 2010 年和 2013 年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

备技术委员会编著出版的《物业设施设备管理指南》和《物业承

接查验操作指南》，担任副主编和执行副主编并参与执笔、篇章

统稿工作。自 2010 年 4 月至今，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

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管理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培训班“房屋及设

施”与“消防系统”两门专业课的授课专家。2019 年和 2020 年

负责并完成两本《指南》教材的首次修订工作。

2021 年，王利敏老师参加了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

术委员会《超高层建筑设施设备管理指南》的编著工作，任编写

委员会统筹常务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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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伟栋 老师

主讲：强电系统设施、弱电系统设施管理及其承接查验

职务：上海锐翔上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

职称：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一级建造师（机电）

简介：曾任职于原冶金部宝钢开发总公司工程技术部副处级

主任工程师，负责生产类特种设备以及非生产区域民用建筑开

发、改扩建工程，包括国有资产开发的商业综合体和超高层建筑。

2016 年担任上海锐翔上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一职、同

时担任上房方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程技术总监，全面负责集团

下属各投资公司工程技术管理的全面工作。

杨伟栋老师在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委员和副主任期间，参与并担任了全国行业职业技术技能大赛第

一、二、三届（电工）组赛务工作，同时担任第二、三届命题组

长 裁判长职务。2019 年和 2020 年负责并完成两本《指南》教

材的强电系统首次修订的组内统稿审核工作。自 2019 年至今，

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管理专业技术

岗位技能》培训班“强电系统”与“弱电系统”两门专业的授课

专家。此外，杨伟栋老师在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担任设施设

备专业委员会主任并兼任工程专业大组组长一职。2021 年通过

市房管局的统一考试，担任市行业评标专家并参与上海市协会组

织的全市示范项目考评条例的修订以及现场考评工作。同时受聘

上海市物协与市估价师协会联合举办的（物业价格评估师）讲师，

主讲物业设施设备与工程能耗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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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壮 老师

主讲：电梯系统承接查验管理

职务：深圳市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 委员

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设施设备委员会 委员

职称：高级工程师/物业管理师

简介：1997 年入职深圳市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事物

业管理工作至今，历任设备工程师、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副总

经理。长期从事物业企业前期介入、承接查验、标准化建设、设

施设备管理、低碳运维等工作。

左壮老师在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设施设备技术委员会委

员与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设施设备委员会委员期间，多次参

与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的起草和审查工作，其中包括：中国物业

管理协会团体标准《设施设备绿色运行管理服务规范》T/CPMI

011—2020、广东省地方标准《宜居社区建设评价标准》DBJ/T

15-200-2020 和深圳市地方标准《新建物业项目承接查验规范》

DB4403/T 188—2021 等。此外，左壮老师参加了中国物业管理

协会《物业设施设备管理指南》及《物业承接查验操作指南》的

首次修订工作、中国物业管理协会《超高层建筑设施设备管理指

南》的编写工作，并出版了专著《物业设施设备》（中国工信出

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该书已列入高等院校物业管理教材。

自 2020 年至今，担任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承接查验与

设施设备管理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培训班“电梯系统承接查验管

理”专业的授课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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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物业承接查验与设施设备专业技术岗位技能培训班

（合肥）学员档案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证书编号：

注：本表由学员用电子版打印完整，所填资料需真实有效，在相关处粘贴一寸白

底彩色免冠近照和身份证复印件，报到时交会务组。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手 机

职 务 职 称

最高学历 邮 箱

从事本行业

工作年限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地址

物业管理行业

工作经历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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