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邀您参加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和锂电池培训课程（上海/苏州） 

2017 年，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课程暨上海、烟台培训、苏州中心启动

仪式分别顺利召开。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中远集团

等各单位领导和专家共同参加了培训中心的揭牌，来自危险品空运相关行业的

众多同仁参加了培训。 

随着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培训开展，报名咨询的学员日益增加，为了更好的普

及空运危险品知识，我们将于 8-11 月在上海/苏州分中心启动新一期的项目。 

往期参训公司：巴斯夫、赢创特种化学有限公司、陶氏化学有限公司、科慕化

学、中外运化工国际物流、中外运长江有限公司、国家化学电源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中远集团、山东航空、韩亚航空、烟台机场集团等。 

 

培训特色 

• TI、DGR 与 GHS、锂电池、中国法规相结合，为学员提供更具广度和深度的

危险品、锂电池、化学品合规解读。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每两年更新一次，是化学品分类标签

和危害性公示最重要的指导文件之一，已被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广泛采纳。 

自中国采纳 GHS 以来，各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确保 GHS 的推进及化

学品的合规管理。GHS 已成为危险化学品登记、新化学物质注册、进出口、运

输、仓储等过程中合规工作的基础。 

本次培训项目将会在讲授 TI 和 DGR 的同时，由业界资深讲师讲授 GHS、中国

法规、危化品和危险货物区别、SDS 等危害性公示等，为学员构建更立体的知

识体系。 

 



培训时间 

上海站 

2019 年 8 月 19 日-23 日（ICAO-FIATA 和 CAAC 空运危险品培训，颁发中国

民航和 ICAO-FIATA 双证） 

 

苏州站 

2019 年 11 月 4 日-11 月 8 日（ICAO-FIATA 和 CAAC 空运危险品培训，颁发

中国民航和 ICAO-FIATA 双证） 

 

培训地点 

上海站：上海市南京西路388号仙乐斯广场38楼 UL美华认证有限公司 培训室 

苏州站：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澄湾路 2 号 UL 美华认证有限公司 培训室 

 

 培训内容 

 1.危险品空运国际法规——ICAO《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TI） 

 2.危险品空运国内法规——交通部第 42 号令《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

规定》（276 部） 

 3.危险品空运操作手册——IATA《危险品规则》（DGR） 

 4.联合国《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GHS） 

  

 简介 

  

 培训证书 

 1.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证书： 

  

 ICAO-FIATA 项目是国际性项目，通过培训考试的人员将获得全球认可的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证书，企业具有一定数量持 ICAO/FIATA 证

书的人员可申请加入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FIATA)，其培训的有效性

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内。项目证书由 ICAO-FIATA 联合授权认证，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IATA)认可其等同于 IATA 危险品空运培训证书，有助于申请成

为 IATA 货运代理人，是航空运输领域最权威、国际通行的证书，有助于

生产企业和货代企业取得国际的认可，从而带来更多国际业务。 

  

 2. 中国民航 CAAC 证书： 

  

 中国民航局规定从事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的相关企业人员必须经民航局授

权培训机构实施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获取相应的培训证书。 ICAO-

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项目符合中国民航局有关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的要

求，可同时颁发中国民航局 CAAC 证书。 

 培训教员 

  

 黄群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中国培训中心 主任 

 CIFA 危险品委员会 副主任 

 北京嘉美创智运输咨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黄群女士在航空领域有 33 年的工作经验，并从事空运危险品教学工作近

30 年，具有丰富的危险品理论、实践和教学经验，是空运领域的资深教

员。 

 她 1985 年进入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主管危险货物，2003 年至 2007

年担任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中国地区货运经理，2004 年、2005 年曾担任中

国航空货运峰会主席一职。2008 年至 2013 年任 DGM 中国地区副总经

理，2014 年至今担任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中国培训中心主任、北京

嘉美创智运输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并担任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CIFA）

危险品委员会副主任一职，2015 年当选为国际货运代理协会（FIATA）

物流学院委员。 

 

  



 邵俊 

 UL 材料和供应链部门法规事务经理 

 邵俊先生现任 UL 中国法规事务经理。主要负责 UL 材料和供应链方面的

技术咨询服务以及业务交流与合作。邵俊先生拥有有机化学硕士学位、应

用化学学士学位、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UNITAR）职业安全与健康培训证书。现为中国民航认证空运危险品教

员、中国民航危险品管理专家组成员、ICAO-FIATA 危险品航空运输国际

认证教员、CIFA 海运危险品认证教员、中国毒理学会会员。具有多年化

学品研发、化学品合规咨询服务经验，曾为多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包括

500 强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 

 曾负责编写《中国实施 GHS 手册》（工信部项目），也曾担任工业和信

息化部 “东南亚 GHS 审查会议”的技术顾问。此外，他还多次应石化联

合会上海培训中心、化工供应链标准研究与培训中心等单位邀请，讲授

GHS、危险货物运输及安全、合规相关课程。 

 

  肖同新 

 北京嘉美创智危险品教员 

 中国民航局危险品培训对外 I 级教员，IATA 危险品培训教员，国际航空运

输组织 ICAO 和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FIATA 认证危险货物空运法规教员。

具有 10 余年危险品培训和管理工作经验。主要针对航空公司、机场、货

运代理人和鉴定机构/培训机构检测人员和教员，内容涉及危险品基础知

识和锂电池安全专项知识等。并可针对不同人员开发和定制特色危险品课

程。 

 

 

 

证书价值 

ICAO-FIATA 项目是国际性项目，通过培训考试的人员将获得全球认可的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证书，企业具有一定数量持 ICAO/FIATA 证书的



人员可申请加入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FIATA)，其培训的有效性不仅局限于

中国国内。项目证书由 ICAO-FIATA 联合授权认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认可其等同于 IATA 危险品空运培训证书，有助于申请成为 IATA 货运代理人，

是航空运输领域最权威、国际通行的证书，有助于生产企业和货代企业取得国

际的认可，从而带来更多国际业务。 

中国民航 CAAC 证书：中国民航局规定从事危险品航空运输活动的相关企业人

员必须经民航局授权培训机构实施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获取相应的培训证书。

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培训项目符合中国民航局有关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的

要求，可同时颁发中国民航局 CAAC 证书。 

 

培训费用（多种方式） 

 

 费用 

 

ICAO/FIATA 和 CAAC

双证（初训） 

4000 

ICAO/FIATA 和 CAAC

双证（复训） 

3000 

CAAC 单证（初训） 3600 

CAAC 单证（复训） 2600 

 

注：培训费用不含差旅，如需协助预订宾馆，请联系我们 

 

建议参加培训对象 

 政府部门管理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 

 HSE 部门 

 法规事务部门 



 化学品生产企业 

 化学品贸易企业 

 物流、货代企业 

 中货协会员单位 

 机场和航空公司等 

北京嘉美创智运输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嘉美创智运输咨询有限公司（简称 JMCZ）是中国民航局批准的危险品培

训机构，公司致力于危险品航空运输培训，是一家以体验式培训为手段、专业

实效服务客户的专业管理培训服务机构。拥有从事多年危险品运输工作的及时

工程师及熟悉整个危险品货运流程的专业技术人才。公司定期组织危险品培训

讲座，并为各大机场、航空公司、货运代理等组织专项的危险品培训。 

嘉美创智是《ICAO/FIATA 空运危险品证书培训项目》（简称“IFDGP”项

目）唯一的中国培训考试管理中心。“IFDGP”项目由国际民航组织（简称

ICAO)和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FIATA）在全球范围内联合推出，该项目采

用全球民用航空通用的权威性法律技术文件《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

则》为教材，旨在为从事危险品航空运输的托运人、货运代理人及经营人提供

标准操作程序和方法，并明确危险品运输操作环节的责任主体及各方的责任范

围。  

UL 材料和供应链部 

UL 成立于 1894 年，UL 材料和供应链部门致力于化学品合规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及咨询、培训服务、致力于为公众创造更安全的生活与工作环境、保障公众、

产品及场所安全，从而推动全球贸易，并让广大公众安心，开发全球化学品合

规解决方案，用以帮助企业实现全球监管合规和可持续发展。 

UL 进入中国三十多年来，持续为制造商提供跟踪检验服务并帮助中国产品进入

北美乃至全球市场。目前 UL 在中国设有苏州绿色高科技测试运营中心，广州产

品安全实验室，广州检测科技实验室，UL 广州东莞物联网检测实验室，上海检

测服务实验室和深圳检测服务实验室共 6 个大型实验室、8 个分支机构和众多具

备 UL 认证资格的第三方合作实验室和客户实验室，为中国制造商提供方便、快

速、卓越的本土化测试、认证、检验、培训和咨询服务。此外，UL 不断加大对



中国本土设施的投资与工程师团队的建设，积极推动与中国政府、厂商及相关

专业机构全面深入的合作，帮助中国制造顺利进入海外目标市场，获得国际市

场的广泛认可。 

 

如需咨询请联系 

报名联系：曲嘉宁 18562266191/ jamie@jmconz.com 

开票联系：祖小姐 021-61376437/ ivy.zu@ul.com 

 

             

以下内容做到金数据报名链接中     

银行付款信息： 

 

 

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全称） 



公司地址 

电话 

纳税类型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RMB） 

开户银行名称及账号（USD） 

税务登记证号 

联系人 

2019-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