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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水学会函〔2019〕102号

关于⼴广东省⽔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三类⼈人员
安全⽣生产第 41批考核、第 40批补考、

2019年年第三期延期补考和 2019年年第四期延期
考核⼯工作的通知

⼴广东省⼆二级及⼆二级以下⽔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
为确保我省⽔水利利建筑市场施⼯工企业活动的顺利利开展和⽔水利利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件市场准⼊入制度的顺利利实施，现决定开展
我省第 41批⽔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管理理⼈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第
40批新考证未合格⼈人员补考、2019年年第三期延期考核未合格⼈人
员补考和 2019年年第四期安全⽣生产证书延期考核⼯工作。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广东省⽔水利利学会。
⼆二、考核对象
（⼀一）第 41批新申请考核对象。我省⼆二级及⼆二级以下⽔水利利

⽔水电⼯工程施⼯工企业未考取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企业主要负
责⼈人（A类）、项⽬目负责⼈人（B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理⼈人员
（C类）（以下简称三类⼈人员）。
（⼆二）2019年年第四期延期考核对象。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在 2019年年 12⽉月、2020年年 3⽉月底前到期且有效的本省⼆二级及⼆二
级以下⽔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的三类⼈人员。若证书已延期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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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须按新申请考证办理理。
（三）第 40批新申请考核未通过的⼈人员及 2019年年第三期延

期考核未通过⼈人员（缺考、作弊者除外）给予⼀一次补考机会。
如需参加补考，请各单位于 2019年年 11⽉月 15⽇日前将补考⼈人员名单
发送到省⽔水利利学会邮箱（gdsslxh@yeah.net），逾期视同放弃补
考。参加补考的⼈人员不不需在“三类⼈人员系统”报名，不不⽤用参加在
线学习和⾯面授培训，不不收取费⽤用。（不不合格⼈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1、附件 2）
三、考核地点及时间
（⼀一）地点：⾦金金城宾馆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北北路路 168号⾦金金城⼤大厦。
（⼆二）时间安排

1. 第 41批新申请⼈人员考核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1⽉月 30⽇日
(星期六)

14:00～17:30 报到 酒店⼤大堂

12⽉月 3⽇日
(星期⼆二)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考试
3楼会议室

13楼 1号会议室
2. 证书到期⼈人员的延期考核
12⽉月 3⽇日
(星期⼆二)

14:00～17:30 报到 酒店⼤大堂

12⽉月 5⽇日
（星期

四）

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考试

3楼会议室
13楼 1号会议室

3. 第 40批新申请考核未通过⼈人员及 2019年年第三期延期考核未通过
⼈人员补考

12⽉月 5⽇日
(星期四)

新考 14:00～17:00
延期 14:00～16:00

考试 3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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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证书已延期两次的，须重新考证，按新考证申报。
2. 考试前 1天，将在 3楼会议室和 13楼 1号会议室⻔门⼝口张贴

考试座位表，请务必留留意，以免错失考试。

3. 请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到，超过时间⼀一律律作放弃考核处理理。
根据⽔水利利部对三类⼈人员的安全培训要求和《⼴广东省⽔水利利⽔水电

⼯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理⼈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管理理实施细则》，新上岗⼈人员，即新考证⼈人员须先

进⾏行行 32学时的安全培训；在岗⼈人员，即延期考核⼈人员每年年须进⾏行行
12学时的安全培训。为满⾜足三类⼈人员安全培训的需求，经与培训
机构武汉博晟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协商，将于考试前在现场开

展安全培训，其中：新考证的，⾯面授培训 12学时；延期考核的，
⾯面授培训 6学时。其余培训课程，可进⼊入“⼴广东省⽔水利利⽔水电施⼯工企
业安全⽣生产三类⼈人员管理理系统”（以下简称“安全管理理系统”）
http://aqpx.chhsn.com/semis_gdsl，通过在线学习完成。

4. 新考核的，实⾏行行闭卷考试；延期考核的，实⾏行行开卷考试，
独⽴立完成。考试须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进场，并接受考场⼯工作⼈人员

身份核验，发现代考或弄弄虚作假的，其单位及个⼈人将分别列列⼊入不不

良⾏行行为⿊黑名单，1年年内不不受理理其单位所有⼈人员的申请， 2年年内不不受
理理被代考者的申请。⽆无论闭卷考试还是开卷考试，凡作弊的，取

消考试成绩。

⾯面授培训具体安排如下：

⽇日 期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2⽉月 1⽇日
(星期⽇日)

9:00～12:00
新考证⼈人员

⾯面授培训

3楼会议室及 13楼
1号会议室

14:30～17:30
12⽉月 2⽇日
(星期⼀一)

9:00～12:00
14:30～17:30

12⽉月 4⽇日
(星期三)

9:00～12:00 证书到期⼈人员

⾯面授培训

3楼会议室
及 13楼 1号会议室14:30～17:30

四、申请考核程序及资料料准备



4

三类⼈人员的有关申请事项均须在 “安全管理理系统”办理理。系
统登陆⽅方式：在⽹网上搜索⼴广东省⽔水利利⽔水电施⼯工企业安全⽣生产三
类⼈人员管理理系统；或复制⽹网址打开登录：
http://aqpx.chhsn.com/semis_gdsl。
（⼀一）新申请考核
1. 各单位汇总新申请考核⼈人员名单，于 2019年年 11⽉月 15⽇日

前通过“安全管理理系统”向省⽔水利利学会提交考核申请(报名满额即
截⽌止) ，“安全管理理系统”于 2019年年 10⽉月 21⽇日 9:00准时开通新申
请及延期报名通道。(线上报名，上传劳动合同时，须 PDF或
JPG格式)
现场提交以下书⾯面材料料：
（1）《⽔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理⼈人员考核合格

证书考核申请汇总表》（⼀一式两份，以下简称《汇总表》）；
（2）《⽔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理⼈人员考核合格

证书个⼈人考核申请表》（⼀一式⼀一份），以及身份证、学历、技
术职称证书、劳动合同或劳动⼈人事部⻔门出具的劳动⼈人事关系证
明的复印件（应与在“安全管理理系统”上传的有关证明材料料的扫
描件⼀一致），并装订成册。
（3）在线培训的学习证明(20学时) 。审核通过后，在“安

全管理理系统”的“在线培训”学习满 20学时后即可⽣生成打印并按
汇总表顺序名单装订成册。详⻅见“安全管理理系统”⽤用户⼿手册。

2. 报到时务必提供学员本⼈人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底⾊色
不不作要求）⼀一张。照⽚片由所在单位按照《考核申请汇总表》的
名单顺序张贴在 A4纸上(格式⻅见附件 3),不不能⽤用双⾯面胶粘贴（横
向排列列，采⽤用点贴的⽅方式，贴相⽚片模板⻅见附件），并在相应位
置注明单位、姓名和考试类别（报到时要求照⽚片⻚页单独分开，
不不需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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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装订要求：以上第（1）点 1份和第（2）点⼀一并装订，
另 1份《汇总表》放在申报⼈人资料料最前⾯面（不不需装订） ；第
（3）点需另外装订以⽅方便便审核在线学习学时。
（⼆二）申请延期
1．各单位汇总参加本次延期考核⼈人员名单，于 2019年年 11

⽉月 15⽇日前通过“安全管理理系统”向省⽔水利利学会提交延期考核申
请，审核通过后，申请⼈人在报到当天（2019年年 12⽉月 3⽇日），现
场提交以下书⾯面材料料：
（1）《⽔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理⼈人员考核合格

证书延期申请汇总表》（⼀一式两份，以下简称《延期申请汇总
表》）；
（2）《⽔水利利⽔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理⼈人员考核合格

证书个⼈人延期申请表》（⼀一式⼀一份）。
（3）本年年度的在线培训的学习证明(6学时) ，在“安全管理理

系统”的“在线培训”学习满 6学时便便可⽣生成打印并按汇总表顺序
名单装订成册。详⻅见“安全管理理系统”⽤用户⼿手册。
上述表格均可在“安全管理理系统”导出并打印。
2．个⼈人⾃自取证后的两年年，必须参加企业组织的年年度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每年年不不得少于 12学时，企业出具培训证明（参考
格式⻅见附件 4）。三类⼈人员管理理系统增加了了附件上传功能，⾃自取
证后两年年的培训证明须上传到该附件⾥里里(PDF或 JPG格式)，报
到时不不需再交纸质的学时证明。
为提⾼高审核⼯工作效率，凡申请表填写不不符合要求或所上传

的证明材料料不不按要求上传，审核不不通过退回的，只允许修改⼀一
次，修改后再提交申报仍不不通过审核的，将不不再予以审核。请
申报单位认真填写好申报表并上传有效的证明材料料。
为⽅方便便学习，三类⼈人员管理理系统内置在线习题练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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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报名成功的学员在通过规定学时的在线培训后，可在系统内
进⾏行行习题练习（可多次反复练习）。“在线培训”及习题练习通
道开放⾄至 2019年年 11⽉月 27⽇日 17:00。
五、其他
（⼀一）考核不不收费。
（⼆二）为保证培训质量量和学习学时要求，培训期间，严格

实⾏行行考勤勤。学员考勤勤需带身份证，通过⼈人⾯面识别进场并采⽤用考
勤勤卡盖章⽅方式进⾏行行考勤勤(每节课两次)，凡缺勤勤的，⼀一律律取消其
考试资格或考试成绩。如培训⼈人数过多，将安排两位⽼老老师分别
在两个课室上课，学员必须按照安排到指定的课室（报到时通
知）上课。
（三）培训⼯工作由武汉博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培训

费为：新申请考核⼈人员的考前培训费：650元/⼈人（含在线培训
和⾯面授培训的教材费，下同）；延期考核培训费：550元/⼈人，
各单位须在报名审核通过后 5天内将本单位的培训费(不不含⻝⾷食宿
费)统⼀一转账到武汉博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账号，并将银⾏行行打款
回执单发⾄至博晟客服 QQ。报到时凭汇单复印件领取发票。（如
以个⼈人名义汇款的请备注单位名称和⽤用途，例例如 XX单位⽔水利利
培训费）
企业汇款后，如申请者因特殊原因不不能参加当次考核的，

应向⼴广东省⽔水利利学会提交说明函，经确认，由培训机构办理理退
款事宜。退款截⽌止时间⾄至 2019年年 11⽉月 18⽇日，过后不不再受理理。
培训机构确认收到汇款后，会尽快将教材的电⼦子版发给报

名单位指定的收件⼈人，以便便提前学习(纸质教材报到时发)。请
各单位博晟客服 QQ联系，将本单位收件⼈人姓名、电话、邮箱
等信息发⾄至博晟客服 QQ。
账户名:武汉博晟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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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行:光⼤大银⾏行行武汉书城路路⽀支⾏行行
帐 号:38450188000060650
（四）学员如需在⾦金金城宾馆住宿的，请务必提前⼀一周向宾馆

联系⼈人预订房间，费⽤用⾃自理理。⻝⾷食宿费：280元/天/⼈人(住双⼈人房)。
⼴广东省⽔水利利学会联系⼈人：温凤婉，罗雪琴
联系电话：020-38356339，020-38356336
武汉博晟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客服电话：4000270009转 1
客服 QQ：2644855039/2802023530
⾦金金城宾馆联系⼈人：孙欣欣
联系电话：020-87754888-86808，13802542989
传真电话：020-87696453

附件：1. 40批新考不不合格⼈人员名单（共 129⼈人）
2. 2019年年第三期延期不不合格⼈人员名单（共 127⼈人）
3.申请考核⼈人员照⽚片张贴模板
4.年年度企业安全⽣生产培训证明

⼴广东省⽔水利利学会

2019年年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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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广东省⽔水利利厅。

附件 3
申请考核⼈人员照⽚片张贴模板

单位名称：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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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类别：
姓名：

注：相⽚片不不能⽤用双⾯面胶粘贴

附件 4

年年度企业安全⽣生产培训证明

企业名称

培训⼈人员姓名 职务职称

培训地点 时 间

培训学时 培训形式

培训内容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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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考核

成绩
培训机构或企业（公章 ）

年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