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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资质要求

注：2021年严格按照认证门槛执行，综合考量小于对应认证门槛标准，则给予次年 1个季度整改

期，整改期如仍无法达到 H3C要求，则降级处理或取消合作。

1.认证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资质

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不低于 50万。

企业资质
具备企业法人资质，且具备有效的资质证明文件、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法人身份证。

培训场地

(1) 由新华三授权的培训中心拥有或租赁的教室至少可容纳

20人；

(2) 可调节式通风系统（空调和/或暖气）；

(3) 投影设备（投影机或液晶显示板）；

(4) 对角线长度至少两米的投影屏幕；

(5) 为了显示效果而使教室变暗的能力；

(6) 至少两平方米的黑板或白板；

(7) 保持授课及休息环境的干净卫生，授课设备及实验设备

应该保持干净。

业绩门槛

年度培训总量 不低于 400人次。

年度认证通过总量 不低于 360人次。

年度 H3CIE培训总量 不低于 30人次。

年度 H3CIE通过总量 不低于 15人次。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1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2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2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1人。

2.银牌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资质

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不低于 70万。

企业资质 具备企业法人资质，且具备有效的资质证明文件、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法人身份证。

培训场地

(1) 由新华三授权的培训中心拥有或租赁的教室至少可容纳

40人；

(2) 可调节式通风系统（空调和/或暖气） ；

(3) 投影设备（投影机或液晶显示板） ；

(4) 对角线长度至少两米的投影屏幕 ；

(5) 为了显示效果而使教室变暗的能力 ；

(6) 至少两平方米的黑板或白板 ；

(7) 保持授课及休息环境的干净卫生，授课设备及实验设备

应该保持干净。

业绩门槛

年度培训总量 不低于 500人次。

年度认证通过总量 不低于 460人次。

年度 H3CIE培训总量 不低于 60人次。

年度 H3CIE通过总量 不低于 30人次。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2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4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3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1人。

3.金牌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资质

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万。

企业资质
具备企业法人资质，且具备有效的资质证明文件、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法人身份证。

培训场地

(1) 由新华三授权的培训中心拥有或租赁的教室至少可容纳

60人；

(2) 可调节式通风系统（空调和/或暖气） ；

(3) 投影设备（投影机或液晶显示板） ；

(4) 对角线长度至少两米的投影屏幕 ；

(5) 为了显示效果而使教室变暗的能力 ；



(6) 至少两平方米的黑板或白板 ；

(7) 保持授课及休息环境的干净卫生，授课设备及实验设备

应该保持干净。

业绩门槛

年度培训总量 不低于 600人次。

年度认证通过总量 不低于 560人次。

年度 H3CIE培训总量 不低于 70人次。

年度 H3CIE通过总量 不低于 35人次。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2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6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3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1人。

4.钻石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资质

注册资金 注册资金不低于 150万。

企业资质
具备企业法人资质，且具备有效的资质证明文件、银行开户

许可证及法人身份证。

培训场地

(1) 由新华三授权的培训中心拥有或租赁的教室至少可容纳

80人；

(2) 可调节式通风系统（空调和/或暖气） ；

(3) 投影设备（投影机或液晶显示板） ；

(4) 对角线长度至少两米的投影屏幕 ；

(5) 为了显示效果而使教室变暗的能力 ；

(6) 至少两平方米的黑板或白板 ；

(7) 保持授课及休息环境的干净卫生，授课设备及实验设备

应该保持干净。

业绩门槛
年度培训总量 不低于 1000人次。

年度认证通过总量 不低于 960人次。



年度 H3CIE培训总量 不低于 80人次。

年度 H3CIE通过总量 不低于 40人次。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1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2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4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2人。



要求 2: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硬件要求

1，教室要求：

(1) 由新华三授权的培训中心拥有或租赁的教室至少可容纳 20 人

(2) 可调节式通风系统（空调和/或暖气）

(3) 投影设备（投影机或液晶显示板）

(4) 对角线长度至少两米的投影屏幕

(5) 为了显示效果而使教室变暗的能力

(6) 至少两平方米的黑板或白板

(7) 保持授课及休息环境的干净卫生，授课设备及实验设备应该保持干净。

2，教师系统要求

(8) 教师的机器必须达到或超过学生机器的硬件要求，另外包括：扩音器和一台分辨率

1080P 或以上投影显示设备。

3，学生系统要求

(9) 计算机配置要求：

硬件名称 要求 硬件名称 要求

处理器

CPU主频 2GHz以上，不低

于2核，支持VT-x或AMD-V

硬件虚拟技术

内存 4G以上

硬盘 80G以上 光盘驱动器 16X以上

网络卡 100/1000M自适应 声卡 支持全双工

显示卡 16 位色以上 显示器 14”以上分辨率 1080P 及以上

串口 1个以上

(10)实验设备要求：实验设备按照甲方要求的设备采购列表执行。

(11)通讯设备要求：授权培训认证中心和 H3C 之间的主要通讯手段是电子邮件，同时授

权培训认证中心应具有电话和传真机等通讯设备。

(12)以上设备及设备所使用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软件及应用软件）的合法性由乙方负

责，由于乙方设备的非法性引起的所有权及版权等法律纠纷和责任由乙方承担，甲



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所需设备清单

设备 要求

考试房间 功能：摆放考试系统，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

摄像头

要求 300万像素的摄像头，拍摄考场全景（包括进入考场门口）、签到处。

能够拍摄清楚考试电脑旁摆放物品和考生的动作。保存录影 3个月以上，

以备随时抽查！

考试计算机
至少配备两台以上的电脑做为考试终端（根据考场考量而定），需要一台

单独的电脑做为考试服务器；（系统安装环境需求请见下方软件要求）

签到台 检查考生身份、考生签署签到表和保密协议的地方；

存储区 存储考生的随身物品的地方，存储区要离考试区最近 1.5米的距离；

考生休息区 考生等待考试的地方；

打印机 打印成绩单时需要；



要求 3: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软件要求

1，操作系统环境需求

本考试系统在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Windows 10均可

安装（注：不要跨版本使用，如考试中心安装在Windows 10，终端安装在Windows XP。

这样可能造成考试终端获取不到试卷）。

Windows XP必须安装公共文件内.Net Framework 2.0 SP1组件。Windows 7、Windows 8、

Windows 8.1、Windows 10需手动打开.NET Framework 3.5功能（操作步骤：控制面板

→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勾选.NET Framework 3.5→重启生效或直接安装公共文

件夹内.NET Framework 3.5）。

严禁在Windows Server、Linux操作系统下安装使用。

严禁使用任何“系统还原”软件和虚拟机环境。

严禁使用所谓的定制版 GHOST系统（如雨林木风、萝卜家园、深度系统等）

2，硬件环境需求

硬件需求 H3C考试终端

CPU 双核及以上（2.0GHz）

内存 2.0GB

硬盘 10.0GB

显卡 集成显卡

分辨率 ≥1366*768

3，权限需求

使用 administrator或者含有 administrator权限的账户安装 H3C考试系统。需要将 H3C

考试系统安装在非系统盘符下。

4，网络需求

安装 H3C考试系统的计算机必须连接能够连接外网，且一个考试环境必须是在同一个

网段，考试终端的系统时间必须与因特网（Internet）北京时区同步。



要求 4: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人员要求

1.认证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1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2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2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1人。

2.银牌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2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4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3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1人。

3.金牌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2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6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3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1人。

4.钻石级 HATC 认证门槛:

新华三 HATC认证要求 具体要求

合作能力

培训技术方向 不低于 1个培训技术方向，且不低于 2个子类技术能力。

人员
新华三认证销售人员不低于 4人；

教学质量管理接口人：2人。



要求 5: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考点要求

1. 考试房间

功能: 摆放考试系统，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

注意事项：

（1）考试间应当为封顶墙壁结构独立房间，不允许半墙隔间或透明玻璃墙，以保证考生

不受外界声音、图像干扰；不能允许人员穿行；

（2）考试房间在考试进行中只为考试专用，不能用做其他用途；

（3）要保证有充足的光线和舒适的温度；

（4）考试终端之间的距离建议至少 1.5 米或设置隔板；

（5）考试终端的位置设置应保证考生之间不能看到其他人的屏幕，不能有面对面的眼神

或表情交流。比如可以考虑考生背靠背考试、或一字排开。考生侧头可以看到邻桌屏幕的摆

放不被许可；

（6）考试间内应保持环境安静，不能有电话、传真、打印机等设备及受其噪音干扰；

（7）考试服务器应被存放于考场外安全区域，只有 H3C 考官员运行、操作，不允许放在

考试间内；

（8）考试间应通过声、像监控设施监考并记录考试过程；

（9）考试房间内禁止任何纸张和书籍存在；

2. H3C 考试监控区域

功能：H3C 考官员监考位置，同时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以存放考试中心、录像系统、

各种安全文档、成绩单打印机等

H3C 考试中心监控范围及物品摆放标准图



（并排座位的摆放）

(1) 每个考位长、宽必须不小于 120CM. 两侧隔板高度不少于 160CM。

(2) 考试电脑屏幕到玻璃墙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200CM。

(3) 玻璃墙：从地面至向上的 120CM的范围内须使用半透明毛玻璃，其他则须使用

全透明玻璃，以便考管员监视考试情况。

(4) 考生储物柜必须有锁。

(5) 摄像头监控范围必须覆盖各个考位，且可以覆盖至考生签入考试的情景。考试房间内不

允许有监控的死角。



（对立座位的摆放）

(6) 每个考位长、宽必须不小于 120CM. 两侧隔板高度不少于 160CM。

(7) 相对的两个考试电脑屏幕之间的距离不得少于 300CM。

(8) 玻璃墙：从地面至向上的 120CM的范围内须使用半透明毛玻璃，其他则须使用全透明

玻璃，以便考管员监视考试情况。

(9) 考生储物柜必须有锁。

(10)摄像头监控范围必须覆盖各个考位，且可以覆盖至考生签入考试的情景。考试房间内不



允许有监控的死角。

注意事项：

要保证考试中心的隐蔽性、安全性，日常工作中，除考场管理员外，任何人不允许接触、

操作；考试服务器应摆放在公众接触不到的安全场所，或时刻在 ATAC 考管员监控下；

考试中心和考试终端要设置登陆密码保护，只有 H3C 考管员可以操作

要保证录像系统的安全性，录像机及遥控应放置在考生接触不到的位置；

3. 考生候考区域

功能：接待考生，考生休息区域。设立考生个人物品存放区域，严禁考生携带个人物品

进入考试房间（包，书籍，食品，电脑，手机，相机，MP3，计算器等电子产品）

注意事项：

等候区域应整洁、专业，有足够的座位；

提供可以单独的、带锁的考生个人物品存放区。要求考生将所有个人物品存放在考试间

外，如：手机、呼机、包、书籍、计算器、饮料、食品等。





附件 1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登记注册表

公司名称、法定地址、账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账号、开户名称若有变更，变更一方

应至少提前二十五天书提交书面更改通知。

HATC 公司信息

公司全称 公司简称

公司地址 公司座机

公司邮箱 网站地址

总经理 手机

培训分部信息

所在城市 分部/分公司名称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市场拓展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常驻地 职责

HATC 教务管理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邮箱 常驻地

教师信息登记

姓名 HCI 证书编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常驻地



附件 2 H3C 培训及派单结算标准表

1，甲方保留修改本派单结算表内容和价格的权力并经书面通知乙方后生效，乙方须无条件

接受。

2，本派单结算标准表未尽事宜，参见主协议的约定。主协议未明确的，由双方友好协商解

决。

H3C 培训价格及派单结算标准表

认证名称 授权认证课程
培训时

长（天）

建议公开报

价（元/人次）

最低限价

（元/人次）
甲方送培价格（未税）（元/人次）

H3CNE
构建中小企业网

络
5 1500 1200

943.40（一单送培 10 人次

以下或异地送培）

754.72（一单送培 10

人次以上（含 10 人

次））

H3CSE-RS

构建 H3C 高性能

园区网络
5 3000 2400

1886.79（一单送培 12 人次

以下（含 12 人次））

1509.43（一单送培

12 人次以上）

H3C 大规模网络

路由技术
5 3000 2400

1886.79（一单送培 12 人次

以下（含 12 人次））

1509.43（一单送培

12 人次以上）

构建安全优化的

广域网
5 2000 1600

1132.08（一单送培 12 人次

以下（含 12 人次））

905.66（一单送培 12

人次以上）

H3CIE-RS+

网络故障诊断与

排除
5 7125 5000 2358.49

网络规划与设计 1 1875 1315 622.64

H3CSE-WLAN
构建 H3C 无线网

络
4 4800 3840

2716.98（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2490.57（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NE-Security
构建中小企业安

全网络
5 6000 4800 3396.23



H3CSE-Security

构建安全网络架

构
5 10000 8000

3396.23（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3113.21（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部署内容安全系

统
3 6000 4800

2075.47（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1886.79（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NE-Cloud

部署与管理

H3C CAS 虚拟

化平台

5 6000 4800

3396.23（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3113.21（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SE-Cloud

构建与管理

H3C IaaS 云管

理平台

5 9600 7680

3396.23（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3113.21（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S-iMC
构建融合开放的

智能管理中心

5 6000 4800

3396.23（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3113.21（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S-EAD

构建安全可靠的

H3C 内网准入系

统

5 6000 4800

3396.23（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3113.21（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NE-SDN H3C SDN技术基础 3 6000 4800

3396.23（一单送培 8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3113.21（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H3CNE-PM
H3CNE-PM（工程

项目管理）

2 3000 2400

1698.11（一单送培 10 人次

以下（含 8 人次）或异地送

培）

1415.94（一单送培 8

人次以上）

1，讲师结算标准（未税）：NE 级别老师 2358.49 元/天;SE 级别老师 2830.19 元/天;IE 级别老师 3301.89 元/天;如晚上授课或实

验辅导，则额外增加 943.40 元/天；如涉及差旅，则差旅费用根据发票实报实销。

2，助教结算标准（未税）：一类地区（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江苏、浙江）：471.70 元/人/天，其它地区：377.36 元/人/

天，如涉及差旅，则差旅费用根据发票实报实销。



附件 3 课程资源开发结算标准

甲方会适时依据自身需要，委托乙方协助甲方开发指定的课程资源，其开发结算标准如下：

课程开发结算标准

级别 课程 单价（元/天）不含税

L2 NE 级别课程 3000

L3 SE 级别课程&专题认证 3500

L4 IE 级别课程 4000

开发类型 工作内容 参考基线（天数/课程时长）

格式 只做格式修改、勘误； 1:1

优化

1、内容优化、评审和勘误；

2、实验验证；（含格式调整）

3、英文翻译截图。

1:3

开发 开发全新内容（含格式调整） 1:8

细分 难度系数

无备注 PPT 0.8

有备注 PPT 1.2

实验手册 0.6

注：

1，课程开发所需课时天数由甲方评估确认；

2，以上标准为按照全套组件计算的结果，如只包含一部分组件，按比例折算。

例：

开发一套带备注的 PPT（2.5 天课时）+实验手册（2.5 天课时）

新开发：SE-Cloud：2.5*8*3500*1.8=12.6 万元。

优化：SE-Cloud：2.5*3*3500*1.8=4.725 万元。

格式修改：SE-Cloud：2.5*3500*1.8=1.575 万元。

视频录制费用标准

视频类型 工作内容及要求 参考基线（PO 数/课程时长）

电脑录屏

成品时长压缩比建议值：1:0.8（纯

理论、不算实验），实际时长误差

不超过±10%。

1：2

例：视频录制：6 小时/天，H3CSE-Cloud 理论部分 2.5 天需 15 小时。压缩后视

频成品时长：12 小时。所需工时：12*2=24h，4 个 PO，总价格=4*3500=1.4 万元。



附件 4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评估管理办法

1，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年度评分细则

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年度评分细则

评估项 权重 评分项 分值 评分细则

认证量

（E）
65

认证总量目标 50 得分=（认证总完成量/认证总量目标）*50

H3CIE-RS+认证量目标 15
得分=（H3CIE-RS+/H3CIE-RS+认证量目标）

*15

培训质量

（P）
15 培训满意度 15

低于 45 分为零，高于 45 分则得分=NPS 分值

*15/100

品牌建设

（Q）
20

营销活动 10

1、就业直通车简历数

2、招聘会：举行一次招聘会得 3分，两次及

以上得 5 分

网络学院拓展 10

每拓展一家新网院得 3 分，每激活一家网院

得 2 分，合计得分封顶 10 分（激活指的是该

院校年度认证量达到 30 人次）

关键事项

（K）

加减

分项

目

举办赛项 +5 分 每举行一次由新华三授权的冠名赛事得 5 分

获得表彰 +5 分

获市局级或以上政府表彰得 3 分，获学校（非

二级学院表彰）或合作企业表彰得 2 分，获

学生感谢信一次得 1 分，封顶 5 分

合作紧密度 +10 分

在 ICT 领域，只做新华三授权培训认证中心

得 10 分，否则不得分（同一法人的公司只经

营 H3C 品牌的授权培训）

信息反馈质量 -10 分

日常信息反馈是根据 H3C 大学需要反馈信息

和资料的相关要求，考核期内每月如没有及

时反馈或不规范不准确，则开始扣分，出现

问题一次扣一分，直到 10 分扣完为止，没有

问题不扣分。

派单相关工作配合度 -5 分

如因自身原因未能按照 H3C 要求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派单相关各项工作或产生重大瑕疵，

则此项扣 5 分，没有问题不扣分。

客户投诉
下不封

底

1、客户投诉但未提出索赔要求，情节较轻者

扣 5 分/次，情节较重扣 10 分/次。



2、造成同一班次内三名及以上学员投诉的，

视为严重教学事故，扣 30 分/次。

公平竞争
下不封

底

所有HATC均需以H3C规定的市场标准价格销

售考券，如有发现低于标准价格销售考券的

行为，则被视为违规，扣 10 分/次。（培训

和认证绑定报价的除外）

HATC仅可在新华三授权的区域内开展经过授

权的认证培训课程和 H3C 大学派单指定的培

训课程，不得擅自使用 H3C 的知识产权向 H3C

的直接或间接客户交付任何未经授权的标准

或定制化培训，否则被视为违规，扣 10 分/

次。

年度评估综合得分（S）=T+E+P+Q+K

2，HATC 评定规则及返点政策

HATC 评定规则及返点政策

考核指标 指标内容 返点标准

钻石 S≥100 分且年考量≥2500 门次（含 H3CIE-RS+100 门次） 10万 H3C币

金牌 100 分>S≥90 分且年考量≥1500 门次（含 H3CIE-RS+60 门次） 5 万 H3C 币

银牌 90 分>S≥80 分且年考量≥800 门次（含 H3CIE-RS+30 门次） 2 万 H3C 币

认证 80 分>S≥60 分且年考量≥200 门次 无

备注：1，表中 H3CIE-RS+门次指的是 H3CIE-RS+机试认证门次

2，如 S<60，则给予次年 1 个季度整改期，整改期如仍无法达到 H3C 要求，则取消合作

3，HATC 年度授牌分类

HATC年度授牌分类

分类 授牌 标准

评级奖

项

钻石培训合作伙伴 基于评定为钻石的HATC

金牌培训合作伙伴 基于评定为金牌的HATC

银牌培训合作伙伴 基于评定为银牌的HATC

认证培训合作伙伴 基于评定为认证的HATC

单项奖

项

精诚合作贡献奖 基于合作年限评奖

最佳教学质量奖 基于NPS数据评估

最佳高端认证拓展奖 基于H3CIE-RS+认证贡献量评估



HATC年度授牌分类

分类 授牌 标准

最佳教学进步奖 基于认证量同比增长值及同比增长率两个维度评估

最佳人才联盟建设奖 基于星火计划完成情况及招聘会举办情况评估

备注：奖项内容及数量以H3C大学实际发布为准

4，HATC 优秀讲师评估规则与激励政策

HATC优秀讲师评估规则与激励政策

讲师级别 准入条件 讲师支持

年度H3C认

证金牌讲师

1，具备3种及以上H3C认证课程的培训能力（须包含IE级别讲

师资格证书）

2，考核期内无投诉且所交付课程的NPS平均分大于等于65分

3，培训中心推荐并结合派单完成数据

荣誉证书、

奖励

年度H3C认

证银牌讲师

1，具备2种及以上H3C课程的培训能力（须包含SE级别讲师资

格证书）

2，考核期内无投诉且所交付课程的NPS平均分大于等于55分

3，培训中心推荐并结合派单完成数据

荣誉证书、

奖励

备注：奖励方式以H3C大学实际发布为准



附件 5 新华三授权年费收费标准

省份 年费标准

北京 3

广东 3

深圳 3

上海 3

江苏 3

浙江 3

安徽 2

福建 2

河北 2

河南 2

湖北 2

湖南 2

辽宁 2

山东 2

陕西 2

四川 2

甘肃（含青海、宁夏） 1

江西 1

吉林 1

山西 1

天津 1

重庆 1

广西 1

贵州 1

黑龙江 1

内蒙古 1

新疆 1

云南 1

海南 1



西藏 1

注：同一授权培训认证中心根据授权省份数叠加计算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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