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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管人员新取证报名流程

根据湖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武汉市建设工程安全监

督站的要求，安管新取证人员需通过在武汉注册的或在武汉市持有建

筑资质的企业账号网报。

1．报名汇总表：由企业将“武汉市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

知识考试申请表”交给教务老师(联系方式:027-68873307)。

2．年度安全生产培训：因年度安全生产培训为安管人员报名的

前置条件，企业需组织参考人员参加年度安全生产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书，证书样式详见“附件六”。

3．企业网报：各报名企业用企业账号登录“湖北政务网”，按

照“附件一”流程提交网报资料；因网报要求严格，请各企业在提交

网报资料时，先试报一人信息，待试报人员信息审核无误后，再网报

其余人员信息。

4．审核：考点审核网报信息。

5．反馈：通报不符合要求的人员信息。

6．组织考试：考生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及准考证按计划参加考

试；恶意缺考人员半年内禁止再次参加考试。 (城建暂时只接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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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湖北省内行程学员报名考试。)

9．查询考试结果：考试结束后 2小时左右，考生可按照“附件

二”流程查询考试成绩。

10．打印证书：考试合格的考生可在 10个工作日后，按照“附

件三”流程在“湖北政务网”查询下载打印证书；年度内首次考试不

合格的，可重新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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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管人员新取证资料要求

(一)网报资料要求：

一、通用资料

1、“湖北省建筑安管人员证书申请表”（须加盖企业公章）彩色

扫描件。必须是官网申请表带企业承诺的内容。样表详见“附件三”

2、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合格证明及相关培训证明材料（企业年

度安全生产教育合格证明，示例详见“附件六”)

3、社保证明，查询流程及样式详见“附件四”

二、分类资料

1、报考A证:

(1）法人要求：提交所在企业资质证书；如还需办理B证，必须提

交注册单位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的本人注册建造师证彩色扫描件。

(2）除了法人以外的其余考A证人员要求：

①具有专业对应的相关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均可） 。

②*近3个月内的武汉市社保参保缴费证明（个人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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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考B证需提交提交注册建造师职业资格电子证照。

3、报考C证： |

(1）提交在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彩色扫描件（须加盖企业公章及

个人签名、签订时间等） ;

(2）提交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学历证书原件或学

信网上在线验证报告或本人户口本学历页的彩色扫描件；

(3)*近3个月内的武汉市社保参保缴费证明（个人专用）。

★上传“湖北政务网”的资料格式只能为： jpg 或png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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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安管人员新取证湖北政务服务网报操作流程

1. 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点击右上角“登录”

(http://zwfw.hubei.gov.cn/s/index.html) ，

2. 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法人密码登录

http://zwfw.hubei.gov.c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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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返回首页”

4．点击“法人服务”—— 点击“按部门分类”—— 点击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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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使其变成橙色

6 ．往下滑动页面，进入第 2 页，点击“建筑施工企业主

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新取证申请”

进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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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在线办理”

8 ．单击“我已承诺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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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进入管理页面后点击“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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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传资料时，须插入企业锁，或者扫码使用超级 APP。

每完成一人的信息和资料后，须提交一次，不能批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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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准考证书成绩查询及证书打印流程

( 一) 准考证打印网址

( https:// www.eanguan.com/AdmissionTicketPrint.html)

(二) 成绩查询流程

1． 网址：https://www.eanguan.com/login

2．点击“成绩查询” ，输入本人身份证号码。

https://www.eanguan.com/AdmissionTicketPrint.html
https://www.eanguan.com/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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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证书打印流程

1. 登录湖北政务服务网，点击右上角“登录”

(http://zwfw.hubei.gov.cn/s/index.html)

2 ．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法人密码登录

http://zwfw.hubei.gov.cn/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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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人用户登录后进入安管报名页面点击“证书管理”点击“打

印”。

如需彩色电子版证书需将目标打印机调整为 “另存为 PDF”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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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湖北省建筑安管人员证书申请表

报时间：X 年 X 月 X 日

姓名 报名人员姓名 性别 报名人员性别

身份证号 报名人员身份证号 受聘企业 报名人员公司名称

所在地 报名人员公司地址 联系电话 报名人员电话

职务

A 类填经理，法人，企业负

责人等

B 类统一填项目经理

C 类统一填安全员

职称

高级，中级，低级工程师，

除了法人之外报名A 证

必须填写职称。

申请证书类别 A.B、C1、C2、C3
建造师注册编号

(申请 B 证必填)

B 类必须要填注册建造

师号，例如鄂

123456456481

提交附件资料

1. 劳动合同

2. 社保证明

3. 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合格证明

4. 以上资料均需加盖公章

备注

注：加盖企业公章的彩色扫描件或照片。学历、职称要求

1、A证：

(1) 法人要求：与营业执照信息一致，社保、学历无要

。

(2) 除了法人以外的其余考 A 证人员要求：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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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科 1 年、大专 2年、高中 7 年、初中满 15 年工作经

验；

②具有专业对应的相关职称 (初级， 中级，高级均可) 。

2、B、C证： 中专 (含高中、 中技、职高) 及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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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管人员报名汇总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单位全称

类别

ABC （C

几）

职务

考生类别

(新考或

补考)

社保授权码

养老 工伤 失业

1 陈小波 男
350181********1519 湖北**有

限公司
C2

安全

员
新考

2022 1021 0924

533Y TMHZ

2022 1021 0924

22HW BX2S

2022 1021 0925

12PJ 9R3J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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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社保打印流程

社保要求 (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 齐全)

1、医疗保险进入鄂汇办 APP企业端口进入

2 、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查询办法见下图： 注：

1 ．要求报名公司与参保公司一致；

2 ．至少缴费一个月，至少缴费一个项目，缴费必须是报 名时间

近三个月内。

社保证明下载（养老、工伤、失业、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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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下载网址：https://ybj.hubei.gov.cn/hubeiHallSt/web/hallEnter/#/Index
（登录单位账号下载）

https://ybj.hubei.gov.cn/hubeiHallSt/web/hallEnter/#/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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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劳务合同示例

甲方 (用人单位) 名称：

乙方 (劳动者) 姓名：

一、甲、乙双方确定本合同期限：

合同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根据甲方工作需要，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工作岗位。

三、甲方应根据本单位的工资制度，不低于市政府每年 7 月 1 日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

按月标准计算劳动报酬，确定乙方工资为 元。

四、甲方应以法定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乙方工资，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

五、甲方支付乙方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六、甲方应按国家有关社会保险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为乙方缴纳社会保险费；社

会保险费个人缴纳部分，甲方应从乙方工资中代扣代缴。甲乙双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

甲方应按有关规定为乙方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七、甲方应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有关劳动保护和职业危害防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条件、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劳动工具，督促乙方遵守操

作规程、工作规范、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制度及其标准。

八、乙方有权拒绝执行甲方的违章指挥，对甲方及其管理人员漠视乙方安全健康的行

为，有权提出批评并向有关部门检举控告。

九、乙方应当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

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发现职业病危害事故隐患应当及时报告甲方。

十、本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终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章和

第四章的规定执行。

十一、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与今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有

关规定相悖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十二、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乙双方均完全理解并同意本合同上述所有条款。

用人单位 (公章) ： 乙方 (签名)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在有效期内的彩色扫描件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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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合格证明

新《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

第九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 ，“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 内容、参加人员和考核结果等情

况”的职责，“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

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建筑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要求企业应组织“管理人员和

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

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 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24学时”。

报名人员参加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是我考点重点审

查内容，审查材料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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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合格证明及相关培训证明材料 (培

训计划或方案、签到表、培训影像资料等) ，AB 证至少一年，

C证至少 2年，每年度满 2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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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湖北政务网” 的资料格式只能为：jpg或 png 图

片

2 ．企业委托培训学校开展网络安全生产教育培训，需要

提交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下载并提交个人学习过程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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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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