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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高级项目经理IPMP认证

[A级与B级资质]招生简章
主办单位：项目管理者联盟

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P认证中心

美国项目管理学会全球教育合作伙伴

目前人类已经进入项目导向型社会，这就要求企业和社会在主导活动、组织结构、管理方法、资源配置和文化建设方面向项目导向型的模

式转变。政府、企业及组织等在项目管理导向型社会中必须采用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项目管理的新方法和体系来进行管理，这与传统的项

目管理有极大不同。在当今世界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中，创造财富的方式已由过去重复进行的生产活动转为以项目开发和项目实施

活动为主的模式，即现在一切都是项目，一切也将成为项目。项目的开发与实施已成为物质和精神财富生产主要的手段，现代项目管理已正在

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管理领域。

现代项目管理作为管理理论是继MBA、MPA、EMBA之后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项目管理对各类项目的实施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组织管理

形式，改善了人们对各种人力和资源利用的计划、组织、执行和控制方法，以保证每个项目的出色完成。目前科技与信息的发展与市场的竞

争，使得整个社会正处于项目林立的时代，人们已将21世纪称为项目管理的时代，因此对项目管理有关理论的学习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国际项目管理IPMP资质认证有助于申请者系统完整地了解国际通用的项目管理知识与技能，拥有了IPMP证书也就意味着拿到了一张关于

现代项目管理的“全球护照”，证明你已经具备了一种全新的能力，懂得并且知道如何把各种系统、方法和人员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在规定的

时间、预算和质量目标范围内完成项目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系统学习、项目报告撰写与研讨交流可以与各行业的项目管理精英和项目管理专

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结交朋友，拓展视野。

一、IPMP认证 [A级与B级] 资质简介

国际项目管理认证（Interna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简称IPMP）是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在全球推行的四级项目

管理专业资质认证体系的总称。IPMP是对项目管理人员知识、经验及能力水平的综合评估证明。能力证明是IPMP考核的最大特点，其体系目

前已经得到世界近50多个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国际特级项目经理（IPMP A级）
A级(Level A)是IPMP体系中最高的一级，通过认证者称“国际特级项目经理”（Certified Projects Director）。获得这一级认证，证明

掌握了系统的现代国际项目管理知识与理念，具有领导一个大型组织所有项目的项目管理能力，或者具有负责大型项目包含的所有项目的能力

与资质。

申请要求

年龄在35岁以上，符合下列条件的项目经理和高层管理者，可以申请IPMP A级认证：

IPMP A级

认证的国际特级项目经理（Certified Projects Director）

至少具有5年管理项目组合、大型项目管理或者多项目管理的经验，其中至少3年在公司/组织或部门的项目组合中担

任领导的角色，或者管理重要的大型项目。

申请资格

能够管理项目组合或大型项目 核心能力

负责管理公司/组织或者部门重大的项目组合，或者管理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大型项目

附加要求从事战略管理，对高层管理者进行指导。开发项目管理人员，培训项目经理

制定和实施项目管理需求、过程、方法、技术、工具、手册和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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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级项目经理（IPMP B级）
B级(Level B)是IPMP体系中较高层次的一级，通过认证者称“国际高级项目经理” (Certified Senior Project Manager)。获得这一级认

证，正门掌握了系统的现代国际项目管理知识与技能，并具有负责复杂项目的管理能力和资质。

申请要求
年龄在30岁以上，符合下列条件的项目经理和高层管理者，可以申请IPMP B级认证：

IPMP B级

认证的国际高级项目经理（Certified Senior Project Manager）

至少具有5年的项目管理经验，其中3年负责复杂项目的领导工作 申请资格

能够管理复杂项目 核心能力

负责复杂项目中所有项目管理能力要素

附加要求作为大型项目管理团队的项目经理，承担总体管理角色

使用适当的项目管理过程、方法、技术和工具

二、IPMP认证 [A级与B级] 证书代表

A级获证代表（全国仅约30名）：
尚  志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神舟七号飞船  总指挥  钱武云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            总经理

谢  彪 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总裁   方远明 中海外工程总公司                总经理

姚海东 中国路桥工程责任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张珩生 北京国电华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信祥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名誉董事长  苏  淼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        总经济师

B级获证代表（全国约300名）：
陈小林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符志民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副院长

张仲秋 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卫  红 北京中联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侯明生 中国通信建设第五工程局          副总工程师  徐伟民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潘晓明 中建电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郑志广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心总经理

三、IPMP认证 [A级与B级] 考核方

认证步骤 考核方式
A级

[国际特级项目经理]

B级

[国际高级项目经理]

第一步 资格初审 认证委员会评审

第二步
项目报告评审 A级项目报告 B级项目报告

笔试 不需要 IPMP证C级或PMP证书获得者，则不需要

第三步 报告陈述与面试 2小时 1.5小时

四、IPMP认证 [A级与B级]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说明 时间长度

系统培训

项目管理前沿                          项目管理与组织发展战略

现代项目管理和知识体系                大型复杂项目群管理

多项目管理方法                        项目管理的艺术

项目风险管理与控制                    项目管理成熟度

组织级项目管理的理念与实践

2-3天

笔试辅导

项目与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与项目团队

项目论证与评估                        项目计划与控制

项目收尾与后评估                      项目综合管理

项目管理综合应用案例

3-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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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培训 IPMA国际卓越项目管理案例与模型       IPMP认证A/B级项目报告指导 1-2天

报告辅导 特聘导师1对1辅导。强大的专家队伍、严格的服务管理以及深入的一对一报告辅导方式
3-6个月

自认证申请提交日起

认证组织
IPMP认证申请与考核协调               项目报告陈述与面试组织

IPMP B级笔试组织                     IPMP证书颁发与宣传组织
贯穿整个认证过程

五、IPMP认证 [A级与B级] 培训与辅导专家

钱福培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国际项目管理协会副主席、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顾问、名誉主任、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

质认证（IPMP）中国认证委员会主席，北京项目管理协会顾问。

陈德泉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顾问、

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顾问、IPMP国际高级项目经理、IPMP项目经理评估师，现任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北京项目管理协会顾问。

薛  岩

研究员、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项目管理协会副主任，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理

事, 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理事会成员、认证委员会委员，曾任瑞典、斯洛文尼亚国家项目管理认证体系评审专家，现

担任北京大学项目管理研究生课程及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亚行和世界银行担任项目管理专家。

丁荣贵

博士，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山东省人

民政府调查研究室特邀研究员、国际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奖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国

际注册项目经理认证评估师和项目经理、北京项目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王守清

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及/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 副院长、全国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士教育协作组(103所大学) 

组长、(美)项目管理协会(PMI)全球项目管理认证中心(GAC) 理事/亚洲代表；PMI认证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导

师、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会副主任、北京项目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欧立雄

西北工业大学国际项目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兼管理学院副院长，兼任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研究管理委员会委员、国

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IPMP）中国认证委员会标准与培训专家组组长、IPMP中国区首批认证评估师、中国优选法统筹法

与经济数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PMRC）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陕西省项目管理学会常务理

事兼秘书长等。

陈信祥

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项目管理大奖评估师、IPMA特级经理、首都信

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北京网络多媒体实验室副主任、北京通信信息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机学会企业工作

委员会主任、北京项目管理协会秘书长。

包晓春

高级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分会信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对外承包商会特聘信息专家、项目管理软件P3/e应

用专家，工程项目管理专家。现任上海普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IPMA国际项目

管理卓越大奖评估师、北京项目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汤铭端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双法)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首批国际项目管理专

家（国际PMP），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P认证委员会首批评估师。

杨爱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项目管理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教授。北航MPA中心常务主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项目管理师职业资格

考试专家组成员.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职业资格考试命题专家组成员。

詹  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业管理学院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近年来一直从事项目管理研究生、中国项目管理师、国际项目管理专

业（IPMP）资质认证及美国项目管理专业（PMP）资质认证的培训及相关认证工作。

六、IPMP认证 [A级与B级] 招生对象

大型企业、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决策者、高层管理者，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项目总监、工程总监、高级项目经

理、事业部及部门负责人、高级工程与技术人才。

七、IPMP认证 [A级与B级] 费用说明

IPMP级别 认证服务费用 认证费用 报告翻译费 备注说明

A级 14800元 7200元
聘请专业翻译公司承担，根据项目报

告翻译量[每千字]核算。B级 10800元 5200元
非IPMP证C级或PMP证书获得

者，则另交费220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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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IPMP认证 [A级与B级] 认证中心

项目管理者联盟，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P认证中心，美国项目管理学会全球教育合作伙伴

项目管理者联盟是国内最早开展项目管理服务的公司之一，为国际项目管理协会IPMA认证中心和美国项目管理学会全球教育合作伙伴。

项目管理者联盟通过引进先进的PMBOK项目管理体系，结合项目管理最佳实践向企业提供项目管理咨询与培训服务。项目管理者联盟专注领

域于项目管理、工程管理与研发管理，在工程，制造,IT等行业具备丰富的咨询与培训服务经验。

项目管理者联盟是中国项目管理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北京市项目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项目管理者联盟多次主办和协办全国性的项目

管理学术与应用高峰论坛及会议，2003年开始常年举办项目管理培训课程、IPMP及PMP项目经理认证课程，为企事业单位培养超过5000名项

目经理。

项目管理者联盟的系列培训课程不仅仅注重项目经理在项目管理规划与控制技能上的提升，更注重项目经理在团队建设与沟通，客户需求

与关系管理，企业内部项目管理环境应对，跨部门协调等方面的软技能提升。

九、IPMP认证 [A级与B级] 报名与咨询

报名时间：常年接受认证申请与报名

报名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新风街2号天成科技大厦A座705室

联 系 人：巩小姐，宣先生

电    话：010-82273401/11/37/47； 400-666-0609 [全国免费]

电子邮件：gongy@mypm.net

网    址：service.mypm.net

国际特高级项目经理IPMP认证

[A级与B级资质]

报名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公司电话 公司传真

认证与服务联系人

联系人姓名 职    务

电      话 邮    件

认证参加人员

姓     名 所属部门 职     务 电话（手机） 电子邮件 申请级别

<报名表填妥后，请传真至：010-82273761或电邮至：gongy@mypm.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