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举办2022年度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的通知

各区市城乡建设局、国家级开发区建设局、综保区建设局、南海

新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广大考生：

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我市近期将举办 2022 年度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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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安排

（一）考试时间。定于 8 月 23 日进行考试。安排四个考试

场次：

上午两场 09:00—09:50 10:30—11:20

下午两场 14:00—14:50 15:40—16:30

（二）考试地点。威海职业学院图书信息中心，地址：威海

市初村科技新城大学园区。

（三）准考证打印。考生所在企业应于 8 月 18 日 9:00～19

日 17:00 登录考试报名系统选择考试日期、场次；未主动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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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试报名系统随机分配考生的考试日期、场次，并须于 8 月

21 日～22 日登录考试报名系统统一打印准考证发放给本单位考

生。考生因故无法参加考试的，其所在企业务必于8月19日17:00

前为其取消报名。

二、考试防疫要求

（一）遵守防疫规定，做好应考准备。为确保能够顺利参加

考试，考生须按照《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等要求，做好各项考试防

疫准备工作。在考前 7 日须每天测试体温，填写《考生健康管理

信息采集表》；按市防指规定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及时更新健康

码；考试当天须自备签字笔、消毒纸巾和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等。

（二）严格入场核验，保障人身健康。考生应至少提前 40

分钟抵达考点，凭准考证、身份证（身份证无磁和持临时身份证

者无法参加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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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经现场体温测试合格后进入考

点；考生沿指定路线前往等候区，按照地标指示排队，保持 1 米

间隔，不得进入与考试无关的场所；进入考点后除接受身份识别

验证等特殊情况自觉摘除口罩外须全程佩戴口罩；考试结束后迅

速离开考场和考点。

三、考试诚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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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考前教育，营造良好氛围。考试作弊将影响考生

个人信用和所在企业社会声誉，危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考生

所在企业要加强考前教育，引导考生进一步端正考试态度，自觉

遵守考试纪律，提高对考试违纪违法危害严重性的认识，杜绝考

试作弊现象发生。考试期间服从考务工作人员指挥，共同做好疫

情防控特殊时期的考试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出公平公正和诚信考

试的良好氛围。

（二）加大处罚力度，严肃考风考纪。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将

协同公安、工信、纪检监察等部门，采取加强网络安全监管巡查、

手机信号屏蔽、金属探测设备检测等严密有效措施，严厉打击造

假骗考、替考、团伙舞弊、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等行为。对违纪

违规考生及所在企业进行严肃处理。其中，考生作弊的，将作弊

情况通知其所在企业，并在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通报；

考生所在企业组织、参与作弊的，将考生及所在企业作弊情况在

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网站进行通报，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进一步

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其他注意事项

（一）因受疫情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考试时间将根据市防

指的要求适时调整，请考生及所在企业随时关注我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网站发布的有关通知，严格按相关要求参加考试。

（二）请各有关企业及时将通知精神传达到有关人员，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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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知晓考试安排、防疫及诚信规定等要求；做好打印、发放准

考证等各项组织工作。

（三）各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要组织所属企业加强考前警示

教育。一是宣讲有关法律法规。重点宣讲《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的通知》等。二是组

织多种形式进行警示。要向考生及所在企业讲清楚违纪违规处理

方式，算清楚违纪违规成本，积极倡树诚信考试氛围。三是要将

诚信考试教育内容纳入到企业干部职工教育培训的大框架中去，

建立长效教育机制。

附件：1.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

2.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试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3.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

威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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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考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告知书

请考生认真阅读本告知书，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一、考前防疫准备

（一）考生应提前申领“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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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威返威申报人

员疫情防控自主申报系统”（微信公众号“威海疾控”-防疫专

区-入威返威自主申报）等方式进行报备，入威返威考生要提前

了解并落实威海市防疫有关规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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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妥善保存备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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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规定在考前 48 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二、特殊情形考生管理要求

属于以下特殊情形的，告知考生主动向考试小组进行报备，

如实说明情况，由考试小组决定是否允许其参加考试。确需参加

考试的考生，应纳入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体系，并采取必要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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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防护和健康检测措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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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时)均为

阴性的可以参加考试。

（二）考前 7 天内从省外（非发生本土疫情地市）入鲁返鲁

参加考试的考生，须提供启程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

抵达后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者提供入鲁后考前

间隔 24 小时以上 2 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其中 1 次为考前 48 小

时内）。7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的其他低风险

区旅居史的考生，须至少提前 3 天抵威，完成三天两检（间隔

24 小时），并持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考试。

（三）开考前 7 天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须提供医疗机构

出具的诊断证明和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在隔

离考场参加考试。

三、存在以下情形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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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密切接触者；开考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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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

开上述地区不满 7 天者；有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且离开

上述地区不满 10 天者；考生居住社区 10 天内发生疫情者；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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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旅居史且入境未满 10 天者；不能按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等健康证明的。

四、考试当天有关要求

（一）考生凭准考证、带磁身份证、《考生健康管理信息采

集表》、扫描考点场所码显示绿码允许通行、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现场体温检测不超过 37.3℃，按考点要求有序进入考

点考场，对号入座，并将两证放在桌子右或左上角。

（二）考生须自备签字笔、消毒纸巾和一次性防疫口罩，到达

考点后，按照工作人员要求，在考点外等候时不得聚集交谈，保持

1米间隔单向流动。距考试时间 40分钟时（因考前防疫检查需要，

建议提前 1 小时到达考点），考点开始核验考生信息，接受身份识

别验证时应摘下口罩并尽量缩短时间，以便监考人员确认是否为

其本人，进入考点后须全程佩戴口罩。

（三）考试开考 15 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开考 30 分钟后，

考生方可交卷离场。

（四）考试期间，监考人员将组织全体考生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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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请提前熟悉考点地址和交通路线，合理安排行程，注

意人身财产安全，以免影响正常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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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考试考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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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天内是否有
国内中、高风险等疫
情重点地区旅居史

考前 10 天内是
否有境外旅居
史

居住社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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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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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8月 18 日

8月 19 日

8月 20 日

8月 21 日

8月 22 日

考试当日

考生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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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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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威海市 2022 年度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考试考生健康承诺书

考点名称： 考场号：

健康

申明

1.考前 10 天内是否有高风险区旅居史？

2.考前 7 天内是否有中风险区旅居史？

3.居住社区 10 天内是否发生疫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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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密接？

5.考前 7 天内是否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未痊愈且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

6.是否有境外旅居史入境未满 10 天？

考生

承诺

本人已如实填报《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阅读知悉并如实填报健康申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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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项为“是”的，不得参加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