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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铁道大学 

2017 年铁路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管理与实务培训班 

招生简章 

 

石家庄铁道大学为国家住建部指定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铁路工程）

继续教育单位。有一支国内知名的专门从事一级注册建造师（铁路工

程）专业课程讲授、考前辅导的师资队伍。 

为满足企业对铁路工程高层次技术管理人才的需求，石家庄铁道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门设计定制“铁路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管理与实

务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培训安排 

1、培训课程 

一级建造师考试科目《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包括《铁路工程

施工技术技术》、《铁路工程项目施工管理》、《铁路工程项目施工

相关法规》。 

采用“专家精讲、个人自学与练习、辅导答疑”的教学组织形式，

针对考试大纲，详细讲授知识结构，把握考试重点、难点。 

主要内容 学时 主讲教师 

1C410000铁路工程技术 

 铁路工程测量； 

 铁路工程材料； 

 铁路路基工程； 

 铁路桥涵工程； 

 铁路隧道工程； 

 铁路轨道工程。 

16 张保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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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学时 主讲教师 

1C420000铁路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组织部署；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方案的编制；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进度计划的编制；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资源配置计划的编制； 

 铁路工程项目管理措施的编制；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铁路新线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铁路工程项目合同管理要求及方法；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进度管理要求及方法； 

 铁路工程项目成本管理要求及方法； 

 铁路工程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及措施； 

 铁路工程项目文明施工管理要求及措施； 

 铁路工程项目现场技术管理要求及方法； 

 铁路工程项目现场试验管理要求及方法； 

 铁路工程项目施工质量验收； 

 铁路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1C430000铁路工程项目施工相关法规 

 铁路建设管理法律法规； 

 铁路建设管理相关规定； 

 一级建造师（铁路工程）注册执业管理规定及相关要

求。 

16 雷书华 

2、培训时间 

2017年 7月 12日-15日（4天，32学时）上课。 

3、培训地点 

石家庄铁道大学校内培训教室。 

4、师资配置 

雷书华  石家庄铁道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学术委员会委员，一级注册建造师（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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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铁路工程）

培训名师 

张保俭  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铁路工程）培训名师 

5、收费标准 

学费 2000元/人，资料费 200元/人（10人以上集体报名，免收

资料费）；食宿统一安排，标准 150元/人·天（标准间，双人合住；

入住酒店自助餐）。 

6、报到须知 

报到时间：2017年 7月 11日（10:00—21:00） 

报到地点：石家庄龙玺假日酒店一楼大厅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胜利北大街 348号 

联系电话：0311-67507888，13582018602(M) 

报到时请提交2张1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供办理培训证书使用。 

乘车路线： 

（1）石家庄北站乘 164 路公交车至二六○医院站下车，马路对

面北行 50米即到。 

（2）火车站乘 148路车，二六○医院站下车，马路对面北行 50

米即到。 

二、培训证书 

培训结束后，达到培训各项要求的学员，由石家庄铁道大学颁发

继续教育培训证书，记录培训内容及培训学时，并将结果记入学员培

训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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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方式 

请于报名截止时间（即日起至 2017年 7 月 5 日 18:00）前将《报

名回执》电子稿发送到电子邮箱 stdupx@126.com，逾期不再受理。 

报名回执可到石家庄铁道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下载。 

网址：jjxy.stdu.edu.cn 

四、联系方式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北二环东路 17号 

联系人：田江涛 

电话：0311-87935108(O)，13582018602(M) 

 

 

石家庄铁道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17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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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年铁路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管理与实务培训班 

报名回执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民    族  

工作单位  传    真  

职    务  职称  办公电话  

手    机  E-mail  

通信地址  邮    编  

备    注 
 

注：1、请于 2017年 7月 5日 18:00前将《报名回执》电子稿发送电

子邮件至 stdupx@126.com。 

2、需开具发票的学员，请提前向单位索要发票信息。 
  

mailto:jjxy.stdu.edu.cn


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CITY 

Address: No.17 East Beierhuan Rd. Shijiazhuang Hebei, P.R.C. 050043 

Tel: +86-311-87935108 Fax:+86-311-87936033 

 

地址：中国 河北 石家庄 北二环东路 17号                       邮政编码：050043 

电话：0311-87935139，87935108  网址：jjxy.stdu.edu.cn  E-mail：stdupx@126.com 

石家庄铁道大学简介 

石家庄铁道大学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创建于

1950 年，系当时全军重点院校；1979 年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

是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省政府、国家铁路局、教育部共建大学。 

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第一批录取。目前，学校设有 18个学院（系、

部），25个研究所。现有 49个本科专业，2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

44个硕士点。 

学校现有教职工 1800 余人，其中教授及其他正高职称人员 210

余人，副教授及其他副高职称人员 430 余人，博士生导师 19 人、硕

士生导师 375 人，在校学生 28000 余人。有 2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

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近 10人。 

学校长期坚持服务国家及地方重大工程需要，主持承担国家“973”

计划、“863”计划等各级各类项目 900 多项，科研经费达 8.3 亿元。

获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21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 2项、一等奖 2项、二等奖 5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中

国卓越研究奖 1 项，省部级自然科学、科技进步、社会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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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项。 

学校为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基地，河北省首批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培训涉及轨道交

通建造技术、高速铁路建造技术、机械制造装备设计及施工技术、国

际工程项目管理、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高速铁路电力技术、工程造

价与招投标、人力资源、交通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等领域。 

学校秉承“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的优良

校风，始终坚持“培养基础扎实、适应性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

工程技术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近 10 年连续保

持在 96％以上，2009 年荣获“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荣誉称号，2015年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 50强。 

经过 60余年的风雨兼程和历史积淀，石家庄铁道大学汇集军队、

部委和地方院校优势于一身，形成了“军魂永驻、校企结合、育艰苦

创业人”的鲜明办学特色，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写下了一页页辉煌

的篇章。在未来的征程上，学校将再接再厉谋发展，豪情满怀向未来，

努力建成特色鲜明、河北一流的工程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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