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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住建规范〔2020〕6 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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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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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二○年六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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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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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进一步加强施工安全监督管理，提高建筑施工企业主要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

能力，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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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沪从业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

类）、项目负责人（B类）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类）

（以下简称:“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考核、发证、

继续教育、变更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职责分工）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三类人员”安全

生产考核管理工作。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人才服务考核评价中心负

责“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初证和继续教育的报名、培训、考

试等日常管理工作。 



 — 3 —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负责“三

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以下简称:“三类人员”证书）

的发证、变更和查询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从业规定） 

工商注册在本市的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经安全生产

知识初证考试合格，方可持证上岗从业。同时，按规定参加继

续教育培训考试。 

外省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应经本市“三类人员”安

全生产知识继续教育培训考试合格，方可在沪持证上岗从业。 

    第五条  （管理方式） 

    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证书实行电子证书管理。 

第二章  初  证 

    第六条  （A 类证书报考条件) 

    申请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A 类）安全生产知识初证

考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相应的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法定代表人除

外）。 

(二)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三)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第七条  （B 类证书报考条件) 

    申请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B 类）安全生产知识初证

考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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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 

(二)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三)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第八条  （C 类证书报考条件) 

申请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 类）安全生

产知识初证考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年龄已满 18 周岁未满 60 周岁，身体健康。 

(二)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文化程度或

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且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两年以上。 

(三)与所在企业确立劳动关系。 

(四)经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第九条  （考试报名) 

    工商注册在本市的建筑施工企业符合初证报名条件的“三

类人员”，参加安全生产知识初证考试，由所在企业办理报名

手续。 

第三章  继续教育 

    第十条  （本市人员报考条件) 

    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申请安全生产知识继续教

育考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 

    (二)参加本市“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继续教育培训。     

    第十一条  （外省市人员报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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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省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申请安全生产知识继续

教育考试，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企业和个人出具相关“三类人员”持证真实情况的书

面承诺。 

    (二)完成所在企业年度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 

    (三)参加本市“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继续教育培训。     

第十二条  （考试报名) 

继续教育培训考试报名，由学员参加继续教育受委托备案

的培训机构办理报名手续。 

第四章 考  试 

    第十三条  （考试方式) 

    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初证和继续

教育考试统一实行计算机闭卷考试。 

    第十四条  （考试内容) 

    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初证与继续

教育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

法规和标准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生产管理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人才服务考核评价中心依

据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定期完善更新考试内容。 

    第十五条  （考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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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初证与继续

教育考试每月各安排一次全市统考，具体考试时间提前公示。 

    初证或继续教育考试不合格，再次报名参加同一科目考

试，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6 个月。 

第五章  证书管理 

    第十六条  （电子证书格式和标准) 

    “三类人员”电子证书采用数字签章（签名）PDF 格式文

件为载体，并附有二维码（详见附件）。电子证书与同名纸质

证书的法律效力相同。 

    第十七条  （电子证书取得） 

    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经初证或继续教育考试合

格,外省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经继续教育考试合格，其

所在企业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填报“三类人员”电子证书相关

信息，并下载打印“三类人员”电子证书。 

    第十八条  （办理变更） 

    本市从业的“三类人员”隶属企业发生变更，由新聘用企业

使用上海市“法人一证通”数字证书，登录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门户网站，进入“三类人员考核管理”事项办理变

更手续，重新下载打印“三类人员”电子证书。 

第十九条  （变更时限规定） 

本市从业的“三类人员”与企业隶属关系明确后 6 个月内

不得再次变更隶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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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   （证书查询） 

   “三类人员”相关信息可通过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门户网站“通知公告”栏目中上海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

员”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也可关注“上海建筑业”微信服务

号，通过扫描“三类人员”电子证书所附二维码进行查询。 

第六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一条  （缺考处理） 

    初证或继续教育考试缺考，6 个月内不得报考同一科项考

试。 

    第二十二条  （违纪处理） 

    违反初证考试考场纪律，3 年内不得再次报考初证考试。 

    违反继续教育考试考场纪律，本市违纪人员吊销“三类人

员”证书，3 年内不得再次报考初证考试；外省市违纪人员撤

销在沪“三类人员”从业资格，3 年内不得再次报考继续教育考

试。 

第二十三条   （失信处理)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和个人出具虚假的“三类

人员”持证真实情况的书面承诺，撤销失信人员在本市从业的

相应注册职业资格和“三类人员”证书，5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三

类人员”的考试。同时，扣除失信企业诚信分值 2 分，认定企

业以失信人员投标的中标项目无效。 

    第二十四条  （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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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管理部门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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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管理规定》等，作

出相应的暂扣和撤销“三类人员”证书的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有效日期） 

 本办法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此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其他事项） 

    “三类人员”初证和继续教育报名、培训、考试的具体办法

由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人才服务考核评价中心另行

制定。 

 

    附：“三类人员”电子证书格式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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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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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考核发证管理办法（试行）》 

起草说明和解读 

 

    一、目的和依据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切实推进 

“放管服”改革工作，提高行政办事效能。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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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市实际管理情

况，制定本办法（试行）。 

    二、起草过程 

    本办法在深入调研了解目前本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

人（A类）、项目负责人（B类）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

类）（以下简称:“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考核、

发证、继续教育、变更及其监督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起草。期间

多次征求委人才考核评价中心、委行政服务中心意见。裴晓副

主任还专门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办法的起草情况，确定工

作职责分工。 

    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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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办法共七章二十六条，分总则、初证、继续教育、考试、

证书管理、违规处理和附则。主要内容： 

    （一）明确了职责分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负责“三类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工作。上海市城乡建设和

管理委员会人才服务考核评价中心负责“三类人员”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以下简称:“三类人员”证书）的安全生产知识

初证的报名、考试，继续教育的报名、培训、考试等日常管理

工作。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负责

“三类人员”证书的发证、变更和查询等日常管理工作。 

（二)提升了管理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省

市人员从业管理规定从严。在现有“三类人员”持证上岗的前提

下，规定了外省市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进沪从业，不再直

接变更换发本市证书，而是要求其应经本市“三类人员”安全生

产知识继续教育考试合格，方可在沪持证上岗从业。二是违规

违纪惩处力度加大。一方面缺考或者考试不合格后再报考的设

定时间间隔，要求不少于 6 个月。以往没有规定，缺考占比较

高，考试准备不充分，反复报名现象普遍，造成财政及行政资

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考场违纪的明确 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考

试。三是失信处理力度加大。外省市企业和个人出具虚假“三

类人员”证书有效性承诺的，撤销失信人员在沪从业资格，5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同时扣除失信企业诚信分 2 分，以虚假承

诺中标的项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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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便捷了证书管理。本办法明确实行电子证书管理，

待系统开发完成后,将实现“三类人员”考核网上报名、取证、

变更和查询等工作环节的线上操作，精简办理流程。此外，也

将进一步便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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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6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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