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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实动会〔2020〕1号

关于 2020 年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培训证书考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我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和动物实验操作技

能，由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主办，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基地

承办的 2020年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证书考试拟于 10月

下旬举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对象

1.从事实验动物及相关工作，未取得“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

员培训证书”的实验动物管理人员、饲育人员与技术人员。

2.培训证书（岗位证书）期满 5年的从业人员。

二、考核对象

满足相关条件的对象可参加考核，详见附件《福建省实验动

物从业人员培训证书管理细则（试行）。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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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报名

1.微信报名：微信关注“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公众号，点击

“考试报名”，填写相关信息后提交即可。

2.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 9月 10日。

四、考试科目

1.实验动物（A证）：适于实验动物管理、生产及技术人员。

2.实验动物饲养繁育（B证）：适于实验动物饲养人员。

五、考试内容

1.基础理论：人机对话闭卷考试，分值占 70%。测试科目相

关知识。

2.操作技能：抽考大鼠、小鼠或兔的实验操作规范，分值占

30%。A证考察动物给药或采血，B证考察动物抓取。

六、考试费用

1.收费标准：160元/人（实验动物、耗材、教材、制证、邮

寄等费用）。

2.缴费方式：银行转帐。

银行户名：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

帐 号：117260100100039118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福州城北支行

开票事项：根据汇款单面额开票（一笔汇款只能开具一张发

票）；转账时务必简要备注单位和姓名，缺一不可。

转账截止日期：2020年 9月 10日，收到回执和款项后邮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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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10月 23日，09:00～11:00；15:00～17:00

考试时间：10月 24日～25日，08:00～12:00；13:00～17:30

考试地点：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基地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实验动物中心）

八、其他事项

1.考生报名缴费后邮寄准考证和复习资料，自学理论备考。

2.考生可登入学会微信公众号进行模拟测试练习。

3.无操作技能练习条件的考生可报名参加考前一天的培训。

4.考试当天在签到处递交一寸彩色免冠近照两张，照片背后

用圆珠笔注明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

5.考生凭身份证、准考证、健康码（事先用手机下载闽政通

APP申领健康码）和身体健康承诺书（见附件）进入考场。进入

考场全程佩戴口罩，非考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考场。

6.考试结束后 1周可登入学会微信公众号查询成绩，成绩公

布 1个月后发放培训证书。

7.联系人：温福利 15880008049；0591-24937095。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

学会微信公众号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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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身体健康承诺书

考生姓名： 单 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为了您与大家的公共安全，请如实填写：

本人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出现发热（≥37.3℃）、干咳、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 □是 □否

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有中高风险地区旅行史或居住史。 □是 □否

本人14天内是否从国外回来或与国外回来未满隔离期的人员有接触史。 □是 □否

本人过去14日内是否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者）有接触史。 □是 □否

本人“八闽健康码”是否为橙码。 □是 □否

共同居住人员是否有上述情形。 □是 □否

提示：考生有上述情形之一的，须携带 7日内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呈阴性的报告，否则不得参加测试。

本人承诺：以上填报信息全部属实，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产生引起新

冠肺炎疫情传播或存在严重传播风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本人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自愿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传染

病防治法》和《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

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的处罚和制裁。

本人签名： 日期：202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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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闽实动会〔2018〕7 号

关于印发《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证书
管理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证书管理细则（试行）》于

2018年 8月 9日经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印发。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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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证书管理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工作，提高福建

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水平，加快实验动物知识更新，根

据《福建省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实验动物从业人员是指从事实验动物科研、教学、

生产、检定及其它科学实验等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可自愿参加福建省实验

动物学会组织的培训，考试合格后颁发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

培训证书（简称“培训证书”) 。

第四条 培训证书有效期五年。持证人在期满前需通过换证

培训考试或考核，方能换发新的培训证书。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负责培训和考试的组织协调、

检查监督及培训证书下发工作。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基

地（以下简称“培训基地”)提供配套场地和设施，保障考试工

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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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培训基地

第六条 培训基地应具备条件：

（一）具有组织培训证书培训和考试的师资力量；

（二）具有相对完善的培训、考试制度和设施、设备。

第七条 培训基地的主要职责：

（一）承担培训证书的培训和考试任务；

（二）公平、公正组织考试，严格考场纪律。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八条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每年至少举办一期培训和考

试。

第九条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发布通知、统计报名信息，并

与培训基地沟通培训、考试相关事宜。

第十条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可向参加考试者收取适当数

额的成本费用，用于制证、邮寄、教材、耗材、考试用动物等。

第五章 考试规则

第十一条 考试科目分 A证和 B证。

（一）A证：适用于实验动物科研、教学、生产、繁育、检

定的技术人员。

（二）B证：适用于实验动物饲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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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考试内容包括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

（一）基础理论：人机对话闭卷考试，内容包括实验动物政

策法规、生物学特性、福利与伦理、环境设施、饲养繁育、质量

控制、职业健康与安全等方面，分值占 70%。

（二）操作技能：抽考大鼠、小鼠或兔的实验操作规范，分

值占 30%。

第十三条 考试实行末位淘汰制，成绩排名前 95%者为考试

合格。成绩排名后 5%者为考试不合格，培训基地组织一次补考。

考试和补考合格者由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统一颁发证书，补考不

合格者需重新报名培训考试。

第六章 考核对象及考核条件

第十四条 对满足下列条件的对象可通过考核替代考试。

第十五条 必备条件：

（一）已取得过培训证书（第一次报名参加考试人员及未取

得培训证书人员不予考核）；

（二）近 5 年内参加省级或国家级实验动物科学学术活动

（讲座、培训班、学术会议）满 8次（A证）或 5次（B证）。

第十六条 选择条件（与实验动物相关，A证满足任意 3项，

B证满足任意 1项）：

（一）专业技术职称为副高及以上；

（二）兼任省级学会常委或国家级学会理事以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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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 5年内主持省级以上基金 1项；

（四）近5年内省级以上学术会议投稿3篇或大会报告2次；

（五）近 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统计源论文 3篇

或 SCI 源论文 1篇；

（六）近 5年内获省级或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及以上成果

1项（第二完成人及以上，奖项提高一个级别，作者排名位置可

推后一名）；

（七）近 5年内获国家授权专利 1项（第 1名）；

（八）近 5年内主编或参编出版著作 1部；

（九）从事实验动物相关工作满 10 年及以上。

第十七条 考核对象需成功报名培训证书考试并完成缴费。

第十八条 申请考核对象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第七章 考核确认

第十九条 申请考核对象需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福建省实

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考核申请表》、参加实验动物学学术活动的

证书、已取得的培训证书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考核由福建省实

验动物学会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考核未通过者将继续参加培训考试。

第二十一条 考核通过者由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在相关媒

体发布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颁发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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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培训证书的管理

第二十二条 福建省从事实验动物相关工作的单位应加强

本单位培训证书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从业人员应妥善保管培训证书，如有遗失或信

息变更应及时向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申请补办。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主题词：实验动物 培训 细则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 2018 年 8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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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培训考核申请表

福建省实验动物学会制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一寸照片
政治面貌 民 族 籍 贯

职 务 职 称 研究方向

办公电话 手 机 邮 箱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通讯地址 邮 编

考

核

条

件

必备条件
1.已取得福建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书编号 ；

2.近 5年内参加省级或国家级实验动物学学术会议 次。

2.。
选择条件

（与实验

动物相

关，A证

满足任意

3项，B证

满足任意

1项）

1.专业技术职称为 ；

2.学术兼职 ；

3.近 5年内主持省级以上基金 项；

4.近 5年内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投稿 篇，大会报告 次；

5.近 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统计源论文 篇，

SCI源论文 篇；

6.近 5年内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数量及排名 ；

7.近 5年内获国家授权专利数量及排名 ；

8.近 5年内主编出版著作 部，参编出版著作 部；

9.从事实验动物相关工作 年。

8.。

承诺书

本人承诺所提交的材料均真实、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评审结果 通过 不通过 （学会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