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第一批次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建筑施工企业： 

为做好 2022 年度我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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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 9:00～5 月 11 日 16:00。 

（二）报名方式。仅限工商注册地在青岛市（不含西海岸

新区）行政区域内的独立法人企业在职人员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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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信息管理系统”—“考试报名系

统入口”进行报名。 

新报考企业需先进行网上注册，已注册过的企业只需添加

报考人员信息，按照报名系统的提示上传报考材料。 

二、考试时间、方式和内容 

（一）考试时间。拟于 5 月 23 日起进行考试，每天安排 7

个考试场次： 

上午3场   8:30-9:20   9:40-10:30   10:50-11:40 

下午4场 13:00-13:50   14:10-15:00   15:20-16:10  

16:30-17:20 

（二）考试方式。使用计算机集中在线答题，现场给出考

试成绩。 



（三）考试内容。考题在考试报名系统首页考试题库中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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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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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已满 18 周岁

未满 60 周岁，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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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有效的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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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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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提交材料 

报考材料采用网上上传方式，由主管部门进行网上核查，

核查结果存疑的，将通知报考企业携带相关材料原件进行现场

核查。对考生承诺证明事项的核查监管，将贯穿考试报名、考

试、从业管理全过程，报考人员及所在企业应保证报名信息真



实、准确、有效。凡有不符合报考条件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

消其考试资格；已取得证书的，予以注销。 

（一）通用材料 

1.《青岛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报名诚信

承诺书》扫描件，个人下载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2.身份证扫描件（采用身份证识别仪录入的无需上传）； 

3.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电子照片（要求 jpg 格式，5kb 以上、

200kb 以下，采用身份证识别仪录入的无需上传）。 

（二）专用材料 

A、B、C 三类人员需要在考试报名系统中分别上传以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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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负责人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行政负责人

需提供企业任职证明扫描件； 

2.项目负责人（B 类）：一级注册建造师通过考试报名系

统自动进行比对，信息一致的无需提交证书扫描件；因共享平

台数据延迟导致自动比对未通过的，需提交证书原件扫描件。

二级注册建造师通过考试报名系统自动进行比对，信息一致的

无需提交证书扫描件；因共享平台数据延迟导致自动比对未通

过的，请联系考试报名系统技术服务单位，联系电话在考试报

名系统首页查询。 

3.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 类）：需提交学历证书或职

称证书扫描件。 

五、考试时间、地点及准考证打印 

1.考试时间自 5月 23 日起，场次安排以实际为准。 



2.考试地点：昂立职业培训学校（青岛市崂山区银川东路

33 号金岭新村综合楼四楼）。 

3.考生 5 月 18 日 9：00--5 月 19 日 17：00 在系统内自行

选择考试日期和场次，考试系统自动生成考试日期、考点地址、

场次、座号及准考证号。选取后不能更改，请各企业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5 月 20 日起打印准考证，抽查不合格人员请于 5 月

19 日 17:00 之前修改完毕，以免影响准考证打印。 

4.未在规定时间内选取考试场次及时间的人员，系统将在

准考证打印时间之前统一进行分配。 

5.因系统设置每名报考人员每年限考一次，报名后无法参

加考试的人员请于 5 月 19 日 17：00 前系统内取消报名，否则

系统将自动生成准考证，该人员一年内无法再进行报名考试。 

六、证书领取 

考试合格人员名单公示期满后，由个人登录山东省建设从

业人员管理系统（https://pm.sdjsjiaoyu.cn/const/index）-

个人服务-我的证照信息-电子证照生成，或者企业登陆-证书管

理-证书列表-电子证照生成，提示申请成功后进入“爱山东”

APP 个人端-我的证照-申领证书-亮证下载。 

七、注意事项 

1.各报考单位要提前准备材料、尽早网上报名，避免报名

截止日期前因网络繁忙，影响报名材料上传。考试题库在“考

试报名系统入口”首页发布，请参考企业组织本公司考生认真

学习备考，并监督考生不得无故缺考。本次考试，不收取企业

和考生个人任何费用。 

2.考生需携带○1 带磁身份证、○2 准考证、○3 健康码、行程

码、○4 经报名企业盖章的《考试人员健康信息采集表》原件、



○5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开考前 30 分钟到达考点，

间隔 1 米排队接受安检，出示本人防疫健康码及行程码，并接

受体温测量。开考 15 分钟后不得入场。考生进入考场后全程佩

戴口罩，除面部识别身份确认时，不得摘下口罩。开考 15 分钟

后方可离场。 

3.考生在考前 14 日须每天测试体温、更新健康码，有发烧、

乏力、干咳等新冠肺炎疑似症状者，不得参加考试。本次考试，

将根据疫情防控部门的要求适时进行调整，请考生在考试前随

时关注官网发布的有关通知及提示，严格按相关要求参加考试。 

4.来自中高风险地区、14 天内到过或途经中高风险地区、

发生本土疫情的地级市和有扩散风险的毗邻地区的入青返青学

员不得参加此次考试。 

5.证书有效期三年，到期前需个人登录“山东政务服务网”

申请延期。 

 

附件：1.疫情防控期间现场考试考生须知 

2.青岛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报名

诚信承诺书 

3. 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青岛市建筑施工安全监督站 

2022 年 5 月 7 日 

（联系电话：85068016，报名系统技术支持电话：

80929801，QQ 群：837521809） 

 

 



附件 1 

 

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现场考试考生须知 
 

1.从考试日前 14 天开始，须自测体温，按照“一日一测，

异常情况随时报”的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将异常情况报告所在

单位或社区防疫部门。 

2.考试日前 14 天内，不在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或国（境）

外旅行、居住；不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

染者及中高风险区域人员接触；不去人群流动性较大、人群密

集的场所聚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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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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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距考试时间 30 分钟时，考生凭身份证、健康码及行程码、

准考证、经报名企业盖章的《考试人员健康信息采集表》原件、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经体温测试并人脸识别合格后方可

进入考点。在考点外等候时不得聚集交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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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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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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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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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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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青岛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考试报名诚信承诺书 

 我自愿报名参加青岛市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计

算机网络考试，已明确知晓考试报名通知中有关规定，“凡有

不符合报考条件而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取消其考试资格；已取

得的证书，予以注销。” 

现郑重承诺： 

  一、符合报考岗位学历、专业、资格、工作年限等报考条

件要求，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提供虚假信息，

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二、未取得资质证书的企业，人员考取证书仅供企业资质

办理业务使用。 

三、保证持真实、有效、带磁（芯片完好）的身份证件和

准考证参加考试。 

四、已知晓并严格遵照“疫情防控期间现场考试考生须知”

有关规定和要求参加考试。 

五、服从考试管理部门和考试工作人员安排，接受考试工

作人员检查、监督和管理，自觉维护考场秩序，遵守考场规则。 

六、在考试过程中诚实守信，如有违纪违规或违法行为，

自愿服从有关部门的处理（罚）决定。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此考生申请材料已经本单位核实，保证其

真实性，如有不实及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

生及本单位共同承担。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考生姓名 

手机号码 

1 2 3 4 5 6 7 

本人承

诺所填

内容属

实，并

签字确

认 

健康码 

①红码 

②黄码 

③绿码 

14天内中、高风险等疫

情重点地区旅居地 

（ 国 家 及 县 、 市 、

区） 

属于下面哪种

情形 

①确诊病例 

②无症状感染

者 

③密切接触者 

④以上都不是 

是否解除

医学隔离

观察 

①是 

②否 

③不属于 

是否有以下症

状 

①发热②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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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小时核

酸检测 

①阳性 

②阴性 

 

         

 

备注：1.考生需按真实情况填写本表，并对其本人健康情况负责。 

           2.如因监管不严导致疫情扩散，单位需承担相应责任。 

 

联系电话：                        填报单位（公章）：       


	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