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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与登录

在线学习平台为学员提供在线学习、考试测评、档案管理、个人资料修改等服务。在线

学习平台可以打破时空限制，有效解决工学矛盾，方便学员学习，并时时跟踪学员的学习进

展，将学员在线的培训情况写入个人“学习档案”，统一纳入平台管理。

1.1 注册

登录网址http://tjjxjy.chinahrt.com/，在右侧登录框界面（如图 1.1.1），点击“注册”

按钮，进入“填写账号信息”界面(如图1.1.2)，按照注释输入相关注册信息，点击“下一

步”按钮后，进入“填写个人信息”界面（如图1.1.3），带“*”为重要信息，请务必准确

真实填写，以保证你的报名、考试的有效性。完成所有选项的填写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完

成注册，注册成功后即可选择立即登录(如图1.1.4)。

图 1.1.1 登录框

图 1.1.2 填写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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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填写个人信息

图 1.1.4 注册成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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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录

登录网址http://tjjxjy.chinahrt.com/，在右侧登录框界面，点击“登录”按钮，输入登录

信息（用户名及密码），然后点击“登录”按钮（如图1.2.1）。

图1.2.1 登录框

学员登录后进入学习首页。主导航栏由“我的课程”、 “历史课程”、 “我的考试”、

“证书打印”、 “我的订单”、 “我的发票”、“我的账户”、 “我的消息”、 “我的

笔记”、 “个人设置”十部分组成。（如图1.2.2）。

图1.2.2 培训计划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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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训计划

2020 年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开通了六大类培训计划：

（1）2020 年公需科目。本计划涵盖 126 门课程，321 学时。根据 2020 年

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要求，学员可以从中选择 32 学时进行学

习，包括 10 学时必修课和 22 学时选修课。其中全市统一的“必修课”为《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区块链应用》、《心肺复苏技术真的能救命

吗》、《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发展趋势》。必修课为免费课程，需要考试。选修

课 5元/学时，无需考试。学员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后可打印本计划培训证书。

（2）2019 年公需科目。本计划涵盖 120 门课程，283 学时。根据 2019 年

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要求，学员可以从中选择 32 学时进行

学习，包括 10 学时必修课和 22 学时选修课。其中全市统一的“必修课”为《如

何走出科研评价与科研诚信困局——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

干意见>》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弘扬爱国奋斗精

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两门。必修课为免费课程，需要考试。选修课 5元/学时，

无需考试。学员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后可打印本计划培训证书。

（3）2018 年公需科目。本计划涵盖 104 门课程，172 学时。根据 2018 年

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要求，学员可以从中选择 32 学时进

行学习，包括 6学时必修课和 26 学时选修课。其中全市统一的“必修课”为《学

习十九大精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修课为免费课

程，需要考试。选修课 5元/学时，无需考试。学员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后可打印

本计划培训证书。

（4）2017 年公需科目。本计划涵盖 83 门课程，254 学时。根据 2017 年全

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要求，学员可以从中选择 32 学时进行学

习，包括 6学时必修课和 26 学时选修课。其中全市统一的“必修课”为《国家

和天津市“十三五”规划纲要解读》。必修课为免费课程，需要考试。选修课

5元/学时，无需考试。学员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后可打印本计划培训证书。

（5）2016 年公需科目。本计划涵盖 72 门课程，229 学时。根据 2016 年全

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要求，学员可以从中选择 32 学时进行学

习，包括 6学时必修课和 26 学时选修课。其中全市统一的“必修课”为《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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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创新创业能力建设》。必修课为免费课程，需要考试。选修课 5元/

学时，无需考试。学员学习结束考试通过后可打印本计划培训证书。

（6）专业科目。2020 年专业科目包括工程技术类、经济类、会计审计类、

法律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群众文化专业、教师专业、档案专业八个培训计

划，共 1557 门。其中工程技术类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盖 749 门课程，1577 学

时；经济类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盖 142 门课程，659 学时；会计审计类专业科

目培训计划涵盖 129 门课程，180 学时；法律类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盖 71 门课

程，233 学时；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盖 73 门课程，280 学时；群

众文化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盖 62 门课程，107 学时；教师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

盖 303 门课程，479 学时；档案专业科目培训计划涵盖 28 门课程，89 学时。学

员可在学习公需科目培训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实际需求自主选择课程缴费

学习。课程收费标准为 5元/学时。专业课程均无需考试，学员学习结束后可打

印本计划培训证书。

2.1 培训计划激活

点击“我的课程”进入培训任务页面（如图 2.1.1），系统会将登录学员所对应的培

训任务按计划逐条展示在当前页面下。根据发布时的设定，培训计划分为三种状态：待激

活、学习中、已通过。待激活状态下的培训计划需要激活才可以学习；学习中状态下的培

训计划都是已经被激活了的计划，可以直接学习选课；学习中状态下已经购买过课程的培

训计划在计划开通期间可以反复观看。点击“全部”选项，学员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培训计

划，包括公需科目、专业科目两大类；点击“2020 年公需课”选项，学员可以看到 2020

年天津市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计划；点击“2020 年专业科目计划”选项，学员可

以看到 2020 年专业科目（工程技术类、经济师类、会计审计类、法律类、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群众文化专业、教师专业、档案专业）培训计划；点击“2016-2019 年公需课补学

计划”选项，学员可以看到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未学习过的公需科目培

训计划；点击“抗疫知识专栏” 选项，学员可以看到专题相关科目培训计划，至疫情结束

前，可免费在线学习。学员选择相应培训计划后，点击“去激活”按钮进行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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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培训任务页面

2.2 选择课程

以 2020 年天津市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计划选课为例。点击计划下的“去激活”

按钮，弹出提示框（如图 2.2.1）。进入我的课程中查看 2020 年天津市专技人员继续教

育公需课选课界面（如图 2.2.2），本页面显示计划考核学时数及已选择学时数。点击相

应培训计划右侧的“进入学习”按钮，可以进行选课操作。

图 2.2.1 激活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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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培训计划选课界面

图 2.2.3 培训计划选课界面

图 2.2.4 培训计划选课界面

必修课：在选课界面（如图 2.2.3），“已选课程”标签里面会直接显示必修课，点击“学

习课程”即可进入学习，有 标识的为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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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在选课界面（如图 2.2.4），全部里面显示所有选修课。学员可按课程名搜索或

手动查找到需要选择的课程，点击课程封面可以简短的预览几分钟课程内容以及查看老师

简介、课程详细信息等。点击“选课”按钮，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确定’进行选课确

认，将课程添加至“购物车”。选修课需要学员自行选择规定的学时进行学习。有

标识的为选修课。

选好课程后，点击页面上方“购物车”进入购物车页面（如图 2.2.5），点击“去结

算”按钮进入支付方式选择页面（如图 2.2.6）。支付方式有三种：（1）支付宝支付（2）

银行卡支付（3）余额支付。

图 2.2.5 购物车界面

图 2.2.6 支付方式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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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支付宝支付流程

在支付方式选择页面选择“支付宝支付”（如图 2.2.1.1），点击下方“前往支付”

按钮后，进入支付宝支付页面（如图 2.2.1.2）。

图 2.2.1.1 支付方式选择页面

图 2.2.1.2 支付宝支付页面

支付完成后系统提示“支付成功”（如图 2.2.1.3）。点击“查看订单”可以查看到

完成订单的详细信息（如图 2.2.1.4），点击“去学习”直接跳转到学习界面。



tjjxjy.chinahrt.com 10

图 2.2.1.3 支付成功页面

图 2.2.1.4 订单详情页面

2.2.2 银行卡支付流程

在支付方式选择页面选择“银行卡支付”（如图 2.2.2.1），并选择您需要支付的银

行后点击下方“确认支付”按钮，进入相应银行支付页面（如图 2.2.2.2、2.2.2.3、2.2.2.4）

（这里仅仅列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页面供参考）。。

图 2.2.2.1 支付方式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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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 中国银行支付页面

图 2.2.2.3 工商银行支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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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4 中国建设银行支付页面

2.2.3余额支付流程

进入学员页面，点击上方的“我的账户”按钮，进入账户页面（如图 2.2.3.1），点

击“充值”按钮，进入学习卡充值页面（如图 2.2.3.2）。

图 2.2.3.1 账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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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跳转的充值页面中输入学习卡的“学习卡卡号”和“学习卡密码”，如图 2.2.3.2

所示。输入完成后点击 按钮即可充值完成。

图 2.2.3.2 学习卡充值页面

充值完成后，按照前面介绍的选择课程的流程，直至图 2.2.3.3 中所示页面，选择“余

额支付”，点击下方“确认支付”按钮，出现“支付成功”页面（如图 2.2.3.4），即可

完成选课。点击“查看订单”按钮即可返回图 2.2.1.4 所示页面查看订单情况。

图 2.2.3.3 支付方式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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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4 支付成功页面

2.3 学习课程

在学员首页点击“我的课程”图标按钮，在“学习中”选项中，找到需要学习的培训计

划后点击其下方的“进入学习”按钮。以2020年天津市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公需课培训计划为

例，点击“进入学习”按钮（如图2.3.1），进入课程列表页面（如图2.3.2）。

图 2.3.1 培训计划列表

图 2.3.2 课程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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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相应课程上的“学习课程”按钮，进入课程详情界面（如图2.3.3）。

图 2.3.3 课程详情页面

点击“目录”下的章节名称，进入课程学习页面（如图2.3.4）。

图 2.3.4 课程学习页面

课程播放页面中，点击“讨论”可以与其他学员进行学习中的互动交流，点击“笔记”

可以在观看课程的过程中做笔记，选择“问答”可以向老师提出学习过程中的一些疑问。点

击页面右上角“结束学习”可以返回课程详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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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加考试

在学员首页点击左侧导航“我的考试”图标按钮，系统显示当前登录学员的全部考试(如

图2.4.1），学习进度为100%的课程可参加考试，点击待考试课程右侧的“去考试”按钮，

进入到考试页面。详细操作见3考试环节。

图 2.4.1 课程列表页面

2.5 查看培训档案

在学员首页点击“我的档案”图标按钮，点击“学习档案”选项，进入到学习档案列表

页面(如图2.5.1）。详细操作见4我的培训档案。

图 2.5.1学习档案列表页面

3 考试环节

点击左侧导航“我的考试”进入考试列表页（如图 3.1），系统显示当前登录学员的全

部考试。同时显示该考试的基本信息：考试对应培训计划、考试时间范围、考试的时间、及

格线、剩余考试次数及考试的最高分数。选定待考科目，点击“去考试”按钮进入考试页面，

会有提示的对话框，点击“确定”会跳转到考试页面开始答题，答完试题后点击“交卷”（如

图 3.2），答题页面显示为试卷样式，红色标注了考试提示，试卷上方显示：考试名称、考

试总时长、考试总分、考生信息。页面左侧显示：答题类型、考试题目。学员可以通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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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的题目获得分数，如果答题过程遇到不确定或有疑惑的题目可以选择右下方的“标记”，

点击后此标记被点亮。页面右侧显示：考试时间的倒计时、答题卡（蓝色代表已做完，红色

代表被标记，灰色表示未做）。

图 3.1 考试列表页面

图 3.2 考试页面

图 3.3 提交试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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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证书打印

“证书打印”记录在线培训的详细信息，含我的档案、历史档案和线下档案（如图 4.1），

档案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习进度、考试成绩、获得学时等，由计算机根据学习情况自动

生成。在相应的培训计划右侧点击“查看档案”按钮，进入培训档案的详细页面（如图 4.2），

学习完成考试通过后选择“打印证书”在线打印证书，选择“打印档案”在线打印培训档案。

图 4.1 证书打印

图 4.2 培训档案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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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的消息

通过“我的消息”查看通知公告、站内信和调查问卷。通知公告包括“系统通知”、

“培训通知”和“考试通知”；站内信为学员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渠道；调查问卷提供

了一个反馈信息的窗口（如图 5.1）。

图 5.1 我的消息

6 我的账户

点击导航栏“我的账户”，通过“我的账户”查看交易记录、充值记录和当前余额（如

图 6.1），并通过学习卡号和密码对账户进行充值（如图 6.2）。

图 6.1 账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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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充值页面

7 我的订单

点击导航栏“我的订单”进入订单列表页面（如图 7.1）。“我的订单”记录了在线交

易的详细信息，通过下单时间、订单状态和课程名查询订单的信息，可以查看订单的详细

信息，对未支付的订单进行删除或去支付的操作。

图 7.1 订单列表页面



tjjxjy.chinahrt.com 21

8 个人设置

点击导航栏“个人设置”中的‘个人资料’进入个人资料页面（如图 9.1）。‘个人资

料’中可以对个人的基本信息和密码进行修改（如图 9.2）。

图 8.1 个人资料页面

图 8.2 密码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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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票领取和学习卡购买

9.1 现场购卡和领取发票

学员可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或者订单页，单位统一开票需要下载填写

《网上缴费发票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到天津市北

方人才培训中心开票（可开具普票或专票）：

办公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马路 11 号创新大厦 A座 3楼 北方人才大厅

对外办公时间：8:30—11:30 13:30—17:30（周一至周五）

联系电话：022-28013599、28013597

9.2 线上购买课程和开具电子发票

为了给学员带来更好的服务，平台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开通电子发票功

能，即日起学员可通过平台在线申请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关于电子发票开具

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提示如下：

一、开具流程：

1、学员在线支付完成后可在“我的发票”中申请电子发票，学员点击“去

开票”按钮，进入发票信息填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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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发票信息填写页面，学员须填写准确的发票信息，然后点击“开取发

票”，即可生成电子发票，之后可进行下载打印。

二、注意事项：

1、电子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具有同样效力，可作为报销凭证。

2、电子发票只可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学员请

至北方人才进行现场开具，现场不再进行纸质普通发票的开具。

3、电子发票的抬头可以是个人姓名或单位名称，请学员依据实际报销需求

进行申请，申请单位抬头的学员请核实好发票信息再填写。单位抬头的纳税人

识别号通常为必填项，个人抬头的发票纳税人识别号可不必填写。

4、平台同一学员支付多个订单，最多支持 5个订单合并开一张发票（只支

持一个年度内支付的订单合并）。

5、请线上支付完成的学员于缴费之日起 90 日内申请电子发票，超过 90 日

的订单将不可申请电子发票（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支付的订单不支持申请电子

发票）。

6、申请电子发票后，平台可无限次查询、下载、打印已申请的电子发票，

没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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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该电子发票不是第一次下载，点击查询后，不需要进行生成，可直

接下载打印。

8、如发票信息填写错误，学员可在发票列表页点击发票按钮，修改信息再

次提交即可，每个用户可在当年有两次修改发票的机会，跨年不可修改。

9、自行下载后可以在任意打印机上打印（次数不限制），其法律效力、基

本用途和使用规定，跟纸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

10 常见问题解答

10.1 常见技术问题

无论你在学习时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拨打我们的技术服务电话：400-0666-099，得到

及时帮助。

问题一：播放课件时跳出播放页面，但显示“正在缓冲”，课程视频无法播放。

答：如电脑带宽不足或网络连接较慢，会出现缓冲或者无法打开黑屏的情况。出现这样

情况，建议查询一下网速、浏览器及播放器版本。具体如下：

浏览器：

浏览器要求IE版本内核在6.0以上、9.0以下；如IE8浏览器、360浏览器、腾讯TT浏览器

等。

建议您使用系统自带的 IE 浏览器登录平台学习，其他第三方浏览器由于稳定性问题，

可能会对平台使用造成影响。

Adobe Flash Player 播放器：

播放器版本要求 Adobe Flash Player 11.0 以上 ，播放器如未安装时，需安装，如下

图所示：



tjjxjy.chinahrt.com 25

视频缓冲慢或无法播放：

如电脑带宽不足或网络连接较慢（网速要求带宽 1M 以上），会出现缓冲或者无法打开

黑屏的情况。出现这样情况，建议查询一下网速。网速测试http://tool.114la.com/live/speed/。

网络故障查看方式：

A．确认电脑无故障并且能够正常上网（打开任意网页）。

B．本地连接是否正常：屏幕右下角 标志是否连接并闪烁。

C．页面显示错误或加载缓慢请尝试‘清空 IE 缓存’：在 IE 浏览器上方点击【工具】

-【IE 选项】-【删除文件、删除 Cookies】等。

D．如果您上网通过路由器并为 IP 自动分配，长时间后发现网速变慢，建议重新获取

ip 地址及 DNS,操作方式：电脑屏幕左下方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回车，在弹

出窗口输入“ipconfig -release”回车，窗口中会显示一些英文字符，然后输入“ipconfig

-re 待激活”按回车键，刷新后关闭窗口即可。

E．如果是办公网络或固定 IP 地址请咨询当地网管。

F．如以上问题均正常但无法上网，请咨询当地网络供应商（如联通、电信、铁通等）。

问题二： 课程播放后再打开别的工作文档 ，结果学习进度不记录，显示条不变化。

答：为保证学习过程的真实性，课件在学习过程中必须保持为焦点页。如切换到别的

页面，课件播放将自动终止。

问题三：无法进行考试。

答：需确认学习进度为 100%完成后，才可进行考试。如管理员没有安排考试，则点击

此项也无反应。

http://tool.114la.com/live/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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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常见政策问题

1、《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何时颁布？

1989年天津市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颁布了《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规定》，2001年天津市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重新修订颁布了

《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自2002年2月开始施行。

2、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是什么？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继续教育，是指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的以更新、补充、拓展知识，增强创新能

力，提高专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发展为目的的教育。专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有依法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哪类人员需要参加？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在本市企业、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工作的人员。”具体是指我市企业、事业单位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由企业、事业单位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4、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每年需要完成多少学时？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脱产、半脱产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每人每年累计不得少于十二天；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和从事高新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脱产、半脱产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每人每年累计不

得少于十八天。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散使用。”按照每天8学时

换算，12天相当于96学时；18天相当于144学时。

5、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内容和形式包括什么？

根据《市人力社保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津人社局发

〔2014〕51号）规定，自2014年起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内容包括公需课程

学习和专业课程学习两大类。具体形式主要包括培训班、进修班、研修班、讲坛讲座、岗位

培训、网络培训，接受学历教育或攻读学位、以及有计划、有考核的自学等。

6、公需课程是什么？

公需课程是指以开拓思路、培养学习兴趣、提升自身素质为目的，以全体专业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必须掌握的政策、法律法规、基本理论、技术、信息等方面知识为内容的一类专

门课程。

7、公需课程学习有何要求？

公需课程学习由市人力社保局统一部署，各区县人力社保局、各委办局、行业主管部门

具体组织实施，具体学习要求以每年年初市人力社保局相关文件为准。公需课程学习包括必

修课和选修课两项学习课目，市人力社保局每年确定公需课程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学

习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须自行在“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上进行免费注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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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选修课学习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自由选择参加“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

网上培训或参加各区县、各委办局、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的公需课程培训班。

8、专业课程是什么？

专业课程按照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行业相关规定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可

通过接受学历教育或攻读学位、发表论文著作、以及自学专业知识等方式完成。

9、《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以下简称《继续教育证书》）

是什么？

《继续教育证书》是记载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情况和考核结果的专门

凭证，由市人力社保局统一印制，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当人手一册。

10、《继续教育证书》如何使用？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本市实行继续教育登记

制度。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学习情况和考核结果应在《继续教育证书》上登

记。继续教育证书应当连续记载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并将其作为

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主要内容和聘任、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继续教育

证书》填满后，可申请续发新证，原证仍由本人保管。如有损坏或遗失，应及时说明情况，

申请补发。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本市企事业单位之间流动的，其《继续教育证书》可

继续使用。

11、《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如何申领？

根据《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登记的通

知》（津人社局发〔2014〕46号）规定，《继续教育证书》由市人力社保局统一印制；各区

县人力社保局，各部委办局、集团总公司、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继续教育（人力资源）部门

负责统一从市人力社保局领取本区县、本部门、本单位的《继续教育证书》，并统一编号；

全市企事业单位、有人事档案存放权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照隶属关系向各区县人力社保

局，各部委办局、集团总公司等继续教育（人力资源）部门领取本单位、本部门的《继续教

育证书》；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向本单位继续教育（人力资源）部门领取，人事档案存

放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向人事档案存放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领取。

12、如何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情况进行登记？

根据《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登记的通

知》（津人社局发〔2014〕46号）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在企事业单位负责《继

续教育证书》的登记工作，主要包括指导个人信息填写、继续教育情况登记以及在照片处加

盖单位印章等工作。人事档案存放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

教育证书》登记工作由档案所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责。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完成继

续教育规定学时后，凭有关证书或证明文件，向所在单位或档案所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申请

登记。以自学方式进行继续教育学习的，登记时须提供自学计划、自学情况和考核结果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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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材料。各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根据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学习证明及自学材

料，将其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如实记入本人《继续教育证书》，并由经办人签字。

13、如何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年度学习情况进行考核、验证？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要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继续教育学习情况每年须进行考核，并查验《继续教育证书》。各区县人力社保局，各部委

办局、集团总公司、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继续教育（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对本区县、本部门、

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年度学习情况进行考核，并完成《继续教育证书》

的年度验证工作。通过查验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记载的内容，考核其

是否完成规定学时，学习内容是否符合要求，符合规定者为合格，由验证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具体程序详见《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登记

的通知》（津人社局发〔2014〕46号）。

14、我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年度时间安排有何规定？

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在每年12月31日前，按照《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继续教育条例》规定学时完成当年学习任务并申请登记学时；各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应在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登记工作；各区县人力社保局，各部委办局、集团总公司、人

民团体、大专院校继续教育（人力资源）部门，应在次年1月20日前完成验证、考核工作。

15、参加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所需费用有何规定？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继续教育费用由国家、

单位和个人多种渠道解决。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保证继续教育所需经费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

准，其费用从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其国家规定标准为，职工培训教育经费应按职工工

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从业人员技术素质要求高、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

2.5%提取，列入成本开支。

16、未完成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年度学习任务有何影响？

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所在单位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追偿继续教育费

用，并按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扣发脱产、半脱产学习期间的工资；情节严重的，可以缓聘、

解聘其专业技术职务或者管理职务：（一）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本单位继续教育安排的；（二）

未经单位批准，无正当理由擅自中止学习的；（三）学习期间违反办学单位的有关规定和制

度，造成不良影响的；（四）未达到学习目标的要求，修业不合格的。”

17、企事业单位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学习中有何义务？

企事业单位应当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提供继续教育学习

机会。根据《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条例》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人事行政部门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一）未按规定组

织实施继续教育的；（二）未按规定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时间的；（三）

未按规定保证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脱产、半脱产接受继续教育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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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未按规定提供继续教育经费的；（五）未按规定对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接受

继续教育情况进行考核、登记的。”

18、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定有何关系？

我市1994年印发的《关于印发<关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说明>、<关于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实施中有关问题的解释>及<报评专业技术职称材料的要求>的通

知>》（津人〔1994〕47号）中明确规定：“专业技术人员评定职称时应提交接受继续教育

证明材料。”接受继续教育证明材料为每年经各区县人力社保局、各部委办局、集团总公司、

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继续教育（人力资源）部门验证盖章的《继续教育证书》和经行业主管

部门审验合格的其它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10.3 常见使用问题

1、网上学习注册时没有找到所属组织怎么办？

如果您的档案存在区县人才中心，请选择人才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如果您的档案没有存

放在区县人才中心，请选择区县系统下的“其他”进行注册。

2、登陆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请点击“忘记密码”自助找回，或者直接拨打4000666099，技术支持会将您的密码重新

设置为六个零。

3、14年、15年、16年、17年、18年、19年继续教育还可以补学吗？可以开发票吗？

（1）请按照人社局每年发布的公需科目学习通知执行。根据《市人社局关于2020年天

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有关事项的通知》（津人社办[2020]84号），未完

成2016年至2019年公需科目学习任务的专业技术人员，2020年度仍可通过继续教育网“补学

窗口”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并经考核合格后，计入补学年份公需科目学时，并可从继续教育

网打印培训合格证书。自2021年起，不再开展2016年度公需科目补学。

（2）学员购买学习计划后，请及时在缴费当年11月30日前开具发票。

4、公需课如何选取课程？应选取多少学时？

（1）每年的公需课计划要求完成32学时。2016年至2018年公需科目包括一门6学时的必

修课和26学时的选修课。2019年公需课和2020年公需课包括10学时的必修课和22学时的选修

课。具体参见人社局每年发布的公需科目学习通知。

（2）在相应的学习计划后面，点击“去激活”按钮，进入公需课选课界面。点击“去

选择”按钮，进入选课列表界面。课程列表中，有“必修课”标识的为必修课课程，有“选

修课”标识的为选修课课程。必修课由系统直接选定，学员无需再选。选修课需要学员自行

选择规定的学时数进行学习。学员可根据每门课程下方提示的学时数选择好全部课程后一同

支付结算。具体步骤：点击课程下方的“去选择”按钮，在弹出的提示框中选择“立即购买”

将课程加入购物车，点击页面上方“购物车”按钮进入订单详情页面，点击“去结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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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支付方式选择页面。支付方式有三种：（1）支付宝支付（2）银行卡支付（3）余额支

付。

5、怎么购买课程？

2016年至2019年公需科目补学计划缴费方式仅限网上支付，不再提供线下学习卡购买服

务；2020年公需科目培训计划仍可以采用线上支付和线下购买学习卡两种方式。

6、学习卡怎样充值？

学员首先登录账号进入学员页面，点击页面上方的“我的账户”进入个人账户页面，点

击右侧“充值”按钮，在跳转的页面中输入学习卡的“学习卡卡号”和“学习卡密码”，输

入完成后点击“充值”按钮即可充值完成，在购买课程时，点击“去选择”添加选修课，选

课完成后在“购物车”中结算，选择“余额支付”即可完成课程开通。

7、买错学习计划，怎样申请退款？

学员买错学习计划后，在本订单未进行学习的前提下，直接拨打4000666099的客服电话

申请退款。

8、需要学满多少学时才能打印培训证书？怎样打印培训证书？

（1）学习完规定学时的必修课后就可以直接打印培训证书。

（2）请您点击“学习档案”，在相应在学习计划下面点击“查看档案”按钮进入档案

页面，在“获得证书”一栏的后面点击“打印证书（成绩单）”即可以线上打印培训证书了。

9、电子发票开具的注意事项？

（1）电子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具有同样效力，可作为报销凭证。

（2）电子发票只可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学员请至北方人

才进行现场开具，现场不再进行纸质普通发票的开具。

（3）电子发票的抬头可以是个人姓名或单位名称，请学员依据实际报销需求进行申请，

申请单位抬头的学员请核实好发票信息再填写。单位抬头的纳税人识别号通常为必填项，个

人抬头的发票纳税人识别号可不必填写。

（4）平台同一学员支付多个订单，最多支持5个订单合并开一张发票（只支持一个年度

内支付的订单合并）。

（5）请线上支付完成的学员于缴费之日起90日内申请电子发票，超过90日的订单将不

可申请电子发票（2020年1月1日之前支付的订单不支持申请电子发票）。

（6）申请电子发票后，平台可无限次查询、下载、打印已申请的电子发票，没有时间

限制。

（7）如果该电子发票不是第一次下载，点击查询后，不需要进行生成，可直接下载打

印。

（8）如发票信息填写错误，学员可在发票列表页点击发票按钮，修改信息再次提交即

可，每个用户可在当年有两次修改发票的机会，跨年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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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行下载后可以在任意打印机上打印（次数不限制），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和

使用规定，跟纸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

10、单位如需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什么手续？

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须提供单位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的副本复印件（盖有税

务机关认定的一般纳税人印章），并携带填写好的《增值税发票开票信息征集》表格加盖公

章（注：此表格在网站首页“资料下载”中进行下载）。以每个单位名称为抬头的专用发票

只可开具一次。

11、继续教育证在哪里购买？

《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申领地点为：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二马

路25门内19号一楼 劳动表证销售部，电话：27287788。

最后，祝您学习愉快！



tjjxjy.chinahrt.com 32

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在线学习

技术咨询热线：4000-666-099

政策咨询热线：12333、4000-680-856

天津市北方人才培训中心：022-28013599

网址：tjjxjy.chinahrt.com

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微信公众号：tjjx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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