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做好淄博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建设局，文昌

湖省级旅游度假区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组织做好 2022 年度我市建筑（含市政）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安全管理人员”）考试报名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 报名时间。2022 年 7 月 27 日 9:00-7 月 29 日

17:00。

（二）报名范围。仅限在我市完成工商注册的建筑（含

市政）施工企业在职人员参加考试报名。

（三）报名方式。企业登录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

站（http://zjt.shandong.gov.cn/），点击→专题专栏→

建设教育与执业资格注册→山东省建设从业人员管理系统

→“安全管理人员考试报名系统入口进行报名。

二、考试时间、方式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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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时间。拟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进行考试，具

体时间请随时关注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官网发布的考试通

知。

（二）考试方式。使用计算机在线答题，现场判定考试

成绩。

（三）考试内容。考题在“山东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题型均为

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判断三种题型；题量和

评分标准见题库上的说明。考试题库在山东省建设从业人员

管理系统中的“安全管理人员考试报名系统入口”首页查询。

三、报考条件

（一）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 类）

1.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法定代表人除

外）；

2.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二）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B 类）

1.具备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

2.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3.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三）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 类）

1.年龄已满 18 周岁未满 60 周岁，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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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文化程度或

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3.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两年及

以上；

4.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四、报考材料

（一）通用材料

1.身份证扫描件（身份证识别仪录入方式的无需上传）；

2.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电子照片（要求 jpg 格式，5kb 以

上、200kb 以下，身份证识别仪录入方式的无需上传）。

（二）专用材料

A、B、C 三类人员需要在考试报名系统中上传以下材料：

1.主要负责人（A 类）：法定代表人需提交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扫描件；总经理（总裁）、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

（副总裁）、分管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副总裁）、技术负

责人、安全总监等需提供企业任职证明扫描件；

2.项目负责人（B 类）：一、二级注册建造师证书可通

过考试报名系统自动进行比对，与报考人员信息一致的无需

提交证书扫描件。自动比对未通过的，一级注册建造师需提

交证书原件扫描件，二级注册建造师请联系技术服务单位，

联系电话 021-62567262；

3.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 类）：需提交学历证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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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证书扫描件。

五、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诚信考试。报考单位要提前准备材料、

尽早网上报名；要确保报考材料的真实、准确、有效，凡有

不符合报考条件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考试资格，已取得

证书的，予以注销。

（二）充分准备、认真备考。每名考生限报１个岗位,

不安排补考。报考企业要组织本单位考生认真学习题库内

容，督促考生按时参加考试，不得无故缺考；考生应提前检

查身份证是否带磁,避免因无法通过身份证信息校验,无法

参加考试。

（三）关注通知，及时参考。因受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影

响，考试时间将根据疫情防控部门要求适时调整，请相关企

业及考生随时关注主管部门官网发布的有关通知，严格按相

关要求参加考试

（四）全面审核，严格把关。我市主管部门将对报考材

料进行全面网上审核，对审核结果存疑的，报考企业需安排

专人携带报考材料原件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审核。

现场审核时间：2022 年 8 月 4 日 9:00-17:00

现场审核地点：淄博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环保监督站

411 室

咨询电话：311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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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QQ 群：551663845、289822139

附件：1.2022 年度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考试考生告知书

2.2022 年度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考试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3.2022 年度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

（此件主动公开）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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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度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考试考生告知书

一、考前防疫准备

（一）为确保顺利参考，考生考前 14 天内非必要不离

淄。

（二）考生提前 14 天申领“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

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服

务号”、爱山东 APP、支付宝“电子健康通行卡”等渠道申

领）。外省来鲁考生要在电子健康码界面填写“来鲁申报”。

（三）考生每日自觉进行体温测量、健康状况监测，如

实填写《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签订《考生健康承诺

书》，请考生提前了解健康承诺书内容，按要求如实签订，

须在进入考场时提交给监考人员。考前主动减少外出、不必

要的聚集和人员接触，确保考试时身体状况良好。

（四）按规定准备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检测报告原件、复印件或打

印“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显示的个人信息完整的核酸

检测结果）须在进入考场时提交给监考人员。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以实际参加的考试时间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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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内考生要求

（一）本地考生考试时须携带本人考前 48 小时内（按

出结果时间，下同）核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

（二）省内跨市考生须持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至少提前三天到达淄博，抵达后 3 天内完成 2 次核

酸检测(即三天两检)。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公共场所

码”变为绿色，才能进入学校参加考试。

三、特殊情形考生管理要求

属于以下特殊情形的，考生主动联系考试组织单位进行

报备，如实说明情况，由考试主管部门决定是否允许参加考

试。确需参加考试的考生，应纳入市疫情防控体系，并采取

必要的隔离防护和健康检测措施。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公共场所码”变为绿色，方可入学校参加考试。

（一）省外无疫情、低风险地区入淄返淄参加考试的考

生，须提前 3 天到达考试所在地，持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纸质证明，抵达后第 1 天和第 3 天各进行 1 次核酸

检测（即三天两检，含本人首场考试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

测）。

（二）省外中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入淄返淄参加

考试的考生，须提前 7 天到达淄博，持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抵达后进行 7 天居家健康监测，在第

1 天、第 4 天和第 7 天各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含本人考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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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三）省外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入淄返淄参加

考试的考生，须提前 10 天到达淄博，持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

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抵达后进行 7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

3 天居家健康监测，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2、3、5、7

天和居家健康监测第 3 天各进行 1 次核酸（含本人考试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四）考生居住社区 21 天内发生疫情者；有境外旅居

史且入境已满14天但不满28天者的考生应持有2次间隔24

小时以上（其中 1 次为本人考前 48 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

纸质证明，并在最后单独安排考场参加考试。

（五）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应持考前

7 天内的健康体检报告，体检正常、肺部影像学显示肺部病

灶完全吸收，并提供 2 次间隔 24 小时的核酸检测（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时，痰或鼻咽拭子）均为阴性的纸质证明，

在最后安排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六）考前 14 天内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须提供医

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确需参加考试的，携带本人最后一

场考试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在最后安排

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七）电子健康通行码非绿码的考生，应立即启动应急

处置程序。经综合研判考生流动轨迹及身体情况，确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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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的，在最后安排隔离考场参加考试。

四、存在以下情形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一）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

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触者；

（二）近 14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且未排除传

染病及身体不适者；

（三）有中风险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查看“山东省电

子健康通行码”中的“疫情重点地区核验”）且离开上述地

区不满 7 天者；

（四）有高风险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查看“山东省电

子健康通行码”中的“疫情重点地区核验”）且离开上述地

区不满 10 天者；

（五）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未满 10 天者；

（六）不能按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健康证明

的。

五、考试有关要求

（一）考生经现场检测体温正常（未超过 37.3℃），携

带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符合规定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

质版)、《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扫描考点场所码，出

示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卡，方

可参加考试。

（二）因考前防疫检查需要，请考生预留充足入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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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至少提前 1 小时到达考点，以免影响考试。

（三）不隐瞒或谎报旅居史、接触史、健康状况等疫情

防控重点信息，自觉配合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测、询问、排

查、送诊等。

（四）考生须自备签字笔、消毒纸巾和一次性防疫口罩，

进入考点后须全程佩戴口罩。接受身份识别验证等特殊情况

时自觉摘除口罩。

（五）距考试时间 20 分钟时，考生凭健康码、准考证、

身份证经体温测试合格后方可进入考点。在考点外等候时不

得聚集交谈。

（六）考生沿指定路线前往等候区，不得进入与考试无

关的场所，严禁接触正常上课的学校老师和学生。

（七）到达等候区后，按照地标指示排队，保持左右间

隔 2 米，前后间隔 1 米。

（八）进入考场时用自备签字笔签字登记；入座后用自

备的消毒纸巾对所用电脑键盘、鼠标、桌面进行消毒（注意

不要因纸巾过湿造成电器短路）。

（九）完成考试并确认已提交考卷后，按地标指示或现

场考务人员的指引迅速离开考场和考点。

（十）考生在考试期间，应自觉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的指

挥，相互配合，互相理解，共同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特殊时

期的考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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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度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考试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考生姓名 单位名称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情形

健康排查（流行病学史筛查）
考前 21 天内是否有
国内中、高风险等疫
情重点地区旅居史

考前 28 天内是
否有境外旅居
史

居住社区 21
天内是否发
生疫情

属于下面哪种情形
是否解除医
学隔离观察

是 否 核 酸
检 测 为 阳
性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确诊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密切接触者
□以上都不是

□是
□否
□不属于

□是
□否

健康检测（自考前 14 天起）

监测日期

健康码
①红码
②黄码
③绿码

早体温 晚体温

是否有以下症状
①发热②乏力、味觉和嗅觉减退
③咳嗽或打喷嚏④咽痛⑤腹泻⑥
呕吐⑦黄疸⑧皮疹⑨结膜充血⑩
都没有

如出现以上所
列症状，是否
排除疑似传染
病
①是②否

考试当日

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虚报、瞒报，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

考生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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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 年度淄博市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

考场名称： 考场：

健康

申明

1.是否属于尚在隔离观察期的次密切接触者？

2.是否有中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 7天？ 3.居住社区 10 天内是否发生疫情？ 4.是否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

已满 7天但不满 10 天？

5.是否考前 7天内从省外发生本土疫情省份入鲁返鲁？

6.是否属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者？

7.考前 7 天是否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且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 8.是否有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上述地区不满 7

天？ 9.是否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未满 7 天？

考生

承诺

本人如实填报健康申明，已提供规定期限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因瞒报或虚假填报引起不良后果，本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座位号

是否存在健康申明的情形？（填

“是”或“否”。如“是”，请

详细列明）

考生承诺签字 座位号

是否存在健康申明的情形？（填

“是”或“否”。如“是”，请

详细列明）

考生承诺签字

01 16

02 17

03 18

04 19

05 20

06 21

07 22

08 23

0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注：“健康申明”中 1-4 项为“是”的，考生须向考试组织机构申报，并携带规定的健康证明，在隔离考场考试；“健康申明”中第 5 项为“是”

的，考生须向考试组织机构申报，并携带规定的健康证明，在相对独立考场考试；“健康申明”中 6-9 项为“是”的，不得参加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