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AMPP 常见问答： 

 
承包商资质认证相关 

NACE 和 SSPC 的承包商方案会有变化吗？ 

AMPP 将会保留以 SSPC QP 为基础的 QP 品牌， NACE 的 NIICAP 将会被整合到 QP 中， 并且会专为
NIICAP 承包商提供相应的过渡计划。(时间待定) 

证书问题 

如果我是 NACE 或 SSPC 的持证人员，对我的证书会有什么影响？ 

目前所有的 SSPC 和 NACE 个人证书都将继续得到认可和支持，且在将来，最终会合并成一个认证
体系。 

NACE 和 SSPC 有一些相似的认证项目， 这些认证项目会发生变化吗？ 

认证计划中的重叠部分将会被合并，我们会确保采用最佳的认证体系。 整合策略的重点是尽可能
减少对持证人员的影响。 

如果整合过程将持续整个 2021 年，且我恰巧需要证书续期，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在 AMPP 认证系统正式上线前，NACE 和 SSPC 持证人员仍将根据各自的认证计划，保持证书续期
方式不变。 例如： 申请人持有相似的 NACE 和 SSPC 证书，CIP 和 PCI， 续期时只需支付一笔证书
的续期费用。 

如果我持有的 NACE 或 SSPC 证书已到更新时间，我需要做什么？ 

现有的 NACE 或 SSPC 持证人员在续期时，更新证书目前使用原有方式。。一旦 AMPP 认证整合计
划获得董事会批准， 我们将会向所有受影响的持证人员提供详细信息。 

如果我持有相似/重叠的 NACE 和 SSPC 证书该怎么办？ 

在 AMPP 新的认证计划上线前，持证人员需要分别为持有的证书办理续期， 但是只需支付一笔续
期费用。 

关于道德课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NACE 学院认证委员会要求，NACE 现有的持证人员和新的证书申请者需通
过新的道德课要求。 NACE 提供了满足此要求的课程，您也可以通过参加等效的道德课来完成这
一要求。 相关的具体信息请参照： https://naceinstitute.org/certification-resources/certification-
ethics 

关于认证标准 

https://naceinstitute.org/certification-resources/certification-ethics
https://naceinstitute.org/certification-resources/certification-ethics


NACE 和 SSPC 标准会发生什么变化？ 将会全部更名为 AMPP 标准还是仍然使用 NACE 或 SSPC 标
准？ 

所有 NACE 和 SSPC 现有标准的名字保持不变，合并后制定的新的标准将会采用 AMPP 名字 

 

培训问题 

NACE 和 SSPC 提供的相似课程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AMPP 将会合并重叠的课程，并开发新的课程或改进现有课程。 

当前的课程还在吗？ 什么时候会开始更改？ 

当前课程将继续进行直到完成最终的整合。 针对于培训课程的改进将在 2021 年进行， 正式的变
更会于 2021 年稍晚些时候甚至于 2022 年。 

会员问题 

如果我是 NACE 或 SSPC 一方的会员，是否可以享受另一方的会员权益？  

可以。自 2021 年 1 月 6 日起，现有有效会员，续会会员和新会员将具有双重会员身份，并且可
以在合并过程中享受到双方的会员权益及服务，直到最终完全合并为 AMPP。任何一方的会员只
需要在会员档案中点击“选择加入” ，便可获取两个组织的会员权益。 

会员费和会员等级会有变化吗？ 

会有变化。一个全新的会员模式已经在规划当中。比如团体会员设 3 个等级，普通会员设 2 个等
级，65 岁以上的终身会员， 35 岁以下的专业会员及学生会员。 所有的会员等级都会有相应的会
员权益及价格，更多的信息将于 2021 年下半年新会员模式实施前公布。 

NACE 和 SSPC 的分会将会有什么变化？是否也会合并？ 

目前所有 NACE 和 SSPC 分会和分会活动将继续照常进行， 如果 NACE 分会和 SSPC 分会成员位于
同一地区，我们鼓励各个分会会员间相互了解（由于疫情原因，原则上采用视频会议方式）。在
将来，AMPP 将引入基于地理位置划分或兴趣主题划分的社区概念，这将使成员能够在全球范围
内与兴趣相投的同行专业人士互动。 

 

会议和活动问题 

NACE 和 SSPC 的年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2021 年的 “CORROSION 2021” 年会将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30 日在网上举行，而 “Coatings +” 将
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至 16 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 这之后，此类会议/活动将被合并，并
将于 2022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新的 AMPP 年会。 



NACE 的区域性和主题性活动 和 SSPC 目前主办的 DoD 联盟国技术性腐蚀会议会发生什么变化？ 

AMPP 会议组织部门会与会员干部和主题专家合作，继续提供 DoD 会议以及各类区域性和主题性
会议。 

 

监管问题 

501(c)(3) 和 501(c)(6) 之间有什么区别？ 

为了符合美国税法对于非盈利组织的要求，AMPP 由两个委员会组成： 

• 501(c)(6) 机构负责监督认证，鉴定，会员资格。 
主席： Tim Bieri 
副主席： Sam Scaturro 
执行董事： Helena Seelinger 

• The 501(c)(3) 机构负责培训，标准，技术，研究，出版物，会议及活动。  
主席： Joyce Wright 
副主席：Cris Conner 
执行董事： Cindy O’Malley 

 

董事会成立了吗？ 第一次会议会在什么时候举行？ 

是的，董事会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架构，并任命了董事会成员。 他们将于 2021 年 1 月下旬
举行第一次会议。 

董事会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吗？ 

是的。新的管理架构将确保代表全体会员的真实需求，新任董事会将会由来自 9 个国家/地区的成
员组成。 

NACE 和 SSPC 的委员会将如何处理？ 他们会照旧吗？ 

新的委员会组织构架已经完成，它不同于 NACE 或 SSPC 之前的组织构架。 AMPP 新任委员会主席
已被任命，所有的委员会志愿者正在公开招募中。新的委员会将于 2021 年开始工作。 

 

技术&研究活动 

对 NACE 和 SSPC 的技术和研究计划会发生什么影响？ 

NACE 和 SSPC 之前的计划已经终止，新计划和流程正在开发中，并将平衡地接受来自两个组织的
成员的观点。 该委员会还将为成员和利益相关者提供技术交流和讲座。 

出版物 



 

关于合并的常见问题 

NACE 和 SSPC 何时合并？ 

NACE 和 SSPC 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宣布合并。 

关于两个组织如何合并的事宜由谁来做出决定？ 

建立了一个整合指导小组，并且每个组织的董事会都任命了一个整合过渡小组来促进合并。 

过渡团队为决策提供建议和指令。 

两个组织的员工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保留所有员工，并于 2020 年中开始已经逐渐过渡为一个团队，现在正式联合运作。 

NACE 和 SSPC 为什么决定合并？ 

NACE 和 SSPC 一直以来都秉承同一个目标 - 通过培训，认证和教育来增进知识，提高行业绩效，
从而实现保护人员，资产和环境的共同目标。合并成为 AMPP，这更有助于两个组织实现共同的
目标； 我们团结在一起将会更加强大，从而能更好的为行业提供优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