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信息化培训网文件
中信培字〔2015〕0036 号
关于在全国举办“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与“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
考前培训辅导班的通知
各集成企业、相关事业单位：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与“信息系统项目 管理师”考试是由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组织的国家级考试，这种考试既是职业资格考试，
又是职称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将颁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用印的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了
进一步规范管理系统集成企业和项目经理人员，把通过“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与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考试，作为申报系统集成项目经理资质的要求之一。
为了更好的利用我们数十年来组织软考培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系统集成行业组
织的优势服务于软考考生，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软考考生知识结构、应试技巧和考试
通过率，应众多集成企业和省市信息产业主管机构的要求，中国信息化培训网将在全国
范围内举办 2015 年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和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考前培训辅导班，具
体相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 软考培训优势与特色


一流师资 经验丰富
我们拥有国内一流的系统集成项目经理（高级）培训专家团队，累计项目经理培训 5

年授课 500 期，软考授课 4 年 300 多期，有着极为丰富 IT 系统集成行业项目经理授课与
软考应试培训经验。参与多期软考考试的评卷工作，熟悉软考考试的流程与特点、熟悉
软考考试的范围和重点、熟悉软考考试最新知识。软考指定教材《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编委中我单位专职老师 10 位，由我们邀请参与教材编写的
特聘专家顾问 7 位。


系统练习 确保质量
我们曾编写过原系统集成项目经理（高级）培训的题库，累计 2000 多道试题，我们

将为参加软考培训的学员免费提供。同时我们的专家老师经过近几百期的项目经理培训、
软考考前培训授课经验，设计了全套针对考试的授课体系和应试技巧的练习题、全真模
拟试题。并辅助以在线答疑、电话邮件指导论文等教学方式，确保教学质量。


方式灵活 分级授课
整个课程为 4 天，培训每天 6 课时，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上

下午中间各休息一次，每次 15 分钟。我们培训方式灵活，针对参加人员的数量提供公开

课与企业定制两种形式；针对学员的时间安排，提供“3 天串讲+ 1 天模拟冲刺、2 天串
讲+2 天模拟冲刺、连续 4 天等多种时间组合授课模式”，针对中级和高级考试重点的差异，
我们提供了分别针对中级、针对高级、针对中高混合三种形式的培训班，
“更具有特色的
包过班”。


贴心服务 后期有保障
我们为了保证学员在培训结束后没有后顾之忧，特提供全程辅导计划，专人跟进，

随时掌握学员复习进度，每月提供一套模拟试题，我们安排专人阅卷统计成绩。上课前，
每次模拟，每次复习进度，考试前等温馨短信相伴，让您在繁忙的工作中不会因为工作
而忘记学习。同时开通网上模拟训练，老师定期在线解答等更多服务！
二、 培训时间、地点 （共计 4 天 3+1 模式 2+2 模式 4+0 模式）
地点

课程

培训时间

冲刺时间

呼和浩特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9 月 5 日-8 日

待定 11 月

呼和浩特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9 月 5 日-8 日

待定 11 月

备注：
1、其它省份开班时间正在确定中如需预定请提前联系班主任。
2、详细上课地点与日程安排，开课前２周左右，会提前通知。
3、报名人员达到 20 人以上的企业，可以根据企业的人员时间、学习基础等情况专
门为企业定制设计课程，同时到企业内部组织内部授课。
4、由于培训师资为软考教材作者以及历年软考阅卷专家，具有多年的项目经理与高
级项目经理辅导经验，更能准确命中考点及复习范围，一般通过率在 70%以上，部分企业
由于领导重视、学员努力，培训效果尤为突出，通过率达到 100%的企业约占 1/5。
三、 培训费用
课程名称

精讲班

包过班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4200 元/人

15800/人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3800 元/人

9800/人

内训班
20000/天

备注：
培训包含培训费、考试指定教程、考试大纲、培训资料、模拟试卷。需要住宿的学员
请提前通知，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四、 课程内容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项目经理）：
1、知识点串讲
 计算机软件、网络和信息系统集成知识；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知识、方法和工具；
 信息化知识；
 系统集成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职业道德要求；
 信息安全知识与安全管理体系；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知识；
 信息系统服务管理、软件过程改进等相关体系；
 阅读和正确理解相关领域的英文资料。
2、模拟分析、考试介绍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考试介绍
 2015 年下半年考题预测
3、对 2015 年下半年考题进行预测，指导学员应考
 关键知识点串讲与课后复习指南
4、对教材的关键知识点进行串讲，使学员在课后复习时明确重点、有的放矢
 模拟题讲解分析
a) 提供模拟题（针对上午的考试） 覆盖 IT 基础知识、项目管理、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与规范等各个方面，题型为选择题，题目来自软考题库
b) 提供 2015 年下半年模拟试题为学员作考前摸底测试。
c) 教师对考题进行详细讲评
 应用技术讲解分析
提供应用技术方面题目（针对下午的考试）来自教师的工作实践与教材中的关键知识点。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项目经理）
1）知识点串讲
 信息系统知识；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知识和方法；
 大型、复杂项目管理和多项目管理的知识和方法；
 项目整体绩效评估方法；
 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
 常用项目管理工具；
 过程管理；业务流程管理知识；
 信息化知识和管理科学基础知识；
 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知识；
 信息安全知识；
 信息系统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与规范；

 项目管理师职业道德要求；
 阅读并准确理解相关领域的英文文献。
2）模拟分析、考试预测
 历年考题分析及 2015 年下半年考题预测；
a) 对历年考题进行整体分析，对应考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b) 对 2015 年下半年考题进行预测，指导学员应考。
 关键知识点串讲与课后复习指南；
c) 对教材的关键知识点进行串讲，使学员在课后复习时明确重点、有的放矢。
模拟题讲解分析；
d) 提供模拟题（针对上午的考试） 覆盖 IT 基础知识、项目管理、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与规范等各个方面，题型为选择题，题目来自软考题库。
 典型案例分析；
e) 提供案例题（针对下午的考试） 题目来自教师的工作实践与教材中的关键知识点。
f) 以阅卷评委的角度，针对案例讲解答题技巧。
 真题实战及试卷讲评；
g) 提供历年考题（真题）为学员作考前摸底测试。
3）论文写作技巧
 讲解论文写作技巧、评分标准，对历年优秀论文进行点评。
 预测论文出题知识点，提供专业的预测分析，写作技巧。
五、为学员提供的教材资料
1、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资料：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清华大学 软考指定教材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软考考前培训辅导教程》老师讲义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考试练习题库（1000 道左右）（电子版）



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考试大纲和指南（电子版）



项目经理申报条件与流程（电子版）



历年软考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试题（电子版）

2、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资料：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 清华大学 软考指定教材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软考考前培训辅导教程》老师讲义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考试练习题库（1000 道左右）（电子版）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考试大纲和指南（电子版）



高级项目经理申报条件与流程（电子版）



历年软考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试题（电子版）

3、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和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共有资料：
 模拟试题（多位教材编委老师精心设计和总结）
 项目管理术语英中对照表下载（电子版）
 法律法规（电子版）
 工信部相关政策文件（电子版）
 软件工程标准（电子版）
六、 为学员提供的七项服务
1、免费帮助企业解答企业资质评审、项目经理资质评审、高级项目经理资质评审过
程中的疑问。
2、软考考试报名全程指导，协助学员进行报名考试。
3、每两周发送 1 套练习题给学员，让学员针对重点知识内容部分反复练习。
4、考前发送 3 套模拟试题给学员，让学员不断的体验考场考试的同种紧张环境，使
学员不至于紧张。
5、学员可以通过电话、QQ、MSN、博客、微博、邮件或来我单位当面答疑等方式
与老师沟通问题。
6、参加过我单位举办的软考课程的学员，再参加其他课程我们给予 8 折优惠。
7、参加过我单位举办的课程的学员，我们老师免费解答软考考试。
七、 相关证书
考试合格者将获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颁发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统一印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有效。
八、培训报名及须知说明
1、2015 年全国软考下半年考试日期：11 月 7、8 日，考生请登录中国计算机技术职
业资格网报名 www.ruankao.org.cn，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各级别各专业各科目的合格标准均为
45 分，任何一科低于 45 分，都不算合格，不颁发合格证书。
3、报名单位或个人认真阅读招生通知后，详细填写下列培训报名回执表，以邮件或
者传真发至指定班主任。

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考前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姓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邮寄地址

传真号码

联 系 人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

参加培训的级
别

说明：
请在开班前 10 日内发送此回执。报名后，将学费一次性汇入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北京昌旭工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八大处支行
银行帐号：0200221919200085556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 磊
电话：010-8899-8158
传真：010-8899-8158
Email：changxu@ittn.org.cn
网址：www.ittn.org.cn

中国信息化培训网
二零一五年零八月零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