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考发〔2018〕29 号

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事(人力资源)考试办公室（中心），省直和中央部属在
浙有关单位：
为做好 2018 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根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关于做好 2018 年度注
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人考中心函
〔2018〕37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考务事项通知
如下。
一、考试时间、科目及考点
考试定于 10 月 27 日至 28 日进行，具体时间及科目为：
10 月 27 日 上午 9:00-11:30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律知识
下午 2:00-4:30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

10 月 28 日 上午 9:00-11:30
下午 2:00-4:30

安全生产技术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

根据浙人社办发〔2018〕26 号文件精神，从今年起考点
设在各设区市（义乌考生在网上报名时请选择金华考区）。
二、报考条件和获得证书条件
（一）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
居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报
名参加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系统中显示的级别
为“考全科”）：
1、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安全
生产相关业务满 7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安全生
产相关业务满 9 年。
2、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
生产相关业务满 5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
全生产相关业务满 7 年。
3、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
生产相关业务满 3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
全生产相关业务满 5 年。
4、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毕业，从事安全生产及相关业务满 2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第二
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满 3 年。
5、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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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满 1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相
关业务满 2 年。
6、取得安全工程、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或取得其他专
业博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满 1 年。
（二）凡符合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且
于 2002 年 9 月 3 日前已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从事安全
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 10 年的专业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管
理知识》和《安全生产技术》2 个科目，只参加《安全生产法
及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2 个科目的考
试（报名系统中显示的级别为“免两科”）。
（三）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均计算到报
考当年年底。因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已按
有关规定处理，尚在停考期内的人员，不得报名参加该项考试。
报考条件咨询电话为：0571-87053653。
（四）获得证书条件。参加全科级别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
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参加免两科级别考试
的人员必须在 1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方可取得《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三、报考流程和注意事项
报考 人员于 8 月 16 日至 25 日登 录浙江人事考 试网
（ http://www.zjks.com ）， 在 链 接 的 中 国 人 事 考 试 网
（http://www.cpta.com.cn/）上，一次性完成报名和交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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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名人员应按报考条件的规定和报名系统的设置，如
实注册、填报和选择相关信息，同时上传经专用工具处理后的电
子证件照（照片处理方法见报名网首页的“办事指南”栏目）。
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571-88396764、88396765。
（二）报名人员在填报信息时要认真检查，重点防止填错姓
名、证件号、手机号，选错考区、级别、科目，以及传错照片等，
务必经反复检查，确认无误后再点击“确认”和打印“报名表”
，
随后即可进行网上交费。打印的“报名表”请考生妥善留存，用
于考后报考资格审查。
（三）网上报名时若发现报名信息有误，可在交费前进行修
改，修改后必须重新打印“报名表”，即：网上和报名表上的信
息必须以最后一次修改的为准。交费后信息不能再修改，若再需
修改，需联系省人事考试办公室处理。
（四）网上报名交费成功的考生可于 10 月 22 日至 26 日登
录浙江人事考试网在线打印准考证（不得下载后离线打印和自行
修改准考证），按准考证规定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参加考试。若
发现准考证信息有误，应在考前联系所在市考区的人事考试机构
处理。
（五）考生应对照报考条件诚信报名，原则上只许在现工作
地或户籍所在地报考。由于网上报名为个人行为，因此如属报名
人员传错照片，填错个人信息（如姓名、证件号、手机号），选
错报考信息（如考区、级别、科目），以及未交费或错交费、不

4

符合报考条件等，造成参加考试、试卷评阅、通信联络、资格审
查、证书制发与使用等受影响的，由报名人员自负责任。只进行
网上信息填报但未进行网上交费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报名。由于
不同考试级别的成绩档案库不一致，因此如果报错考试级别，原
合格成绩将无法合成、不能使用。省部属（省直）单位的定义请
见浙江人事考试网首页的“办事指南”栏目。
四、收费标准
按照《人社部办公厅关于下发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等 18 项专
技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人社厅函〔2015〕278
号）和《浙江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职业资格考试费收
费标准的通知》（浙价费〔2016〕71 号）规定，考试收费标准：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科目每人 65 元，其余三科每人每科
60 元。考生的交费票据在考试当日到考点指定教室领取或由监
考人员发给。
五、考试题型和相关规定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为主客观题混合卷，用黑色墨
水笔、2B 铅笔分别在专用答题卡指定的区域内书写和填涂作
答，草稿纸由考场统一发放和回收。其他 3 科均为客观题，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题本空白处可作草稿纸使用。
考生应考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 铅笔、橡皮、卷（削）
笔刀、计算器（免套、无声、无文本编辑存储功能）。必须凭
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方可入场（两证缺一不可）。开考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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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后禁止入场。严禁将电子通讯设备、提包、资料等物品带至
座位。严禁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以及考试信息带出或传
出考场。在答题前应认真阅读试卷和答题卡首页的作答须知或
注意事项，用规定的笔具在相应的区域内涂写规定的基本信息
和作答。答题卡不得折叠和污损，不得作与考试无关的标记。
否则，影响考试或成绩的责任由考生自负，涉及违纪违规的按
相应规定处理。
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将在考后阅卷过程中实施雷同技术
甄别，若被甄别为雷同答卷的将按考试成绩无效处理，提醒广
大考生在考试时务必看管好本人作答信息，同时也要诚信参
考。
六、考试用书
2018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内容按照《注册安
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2011 版）》的要求执行，对于近
年来部分相关法规变化情况，考试内容也相应有所变化，具体
请参见《2018 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法律法
规修订、新增内容的说明》
（见附件 1）。教材征订由省安监局
委托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负责。地址：杭州市西溪河下
77 号，邮编：310012，联系电话：0571-88073345，联系人：
叶婷。
七、考试成绩公布和考后报考资格审查
考试成绩经国家相关部门确认后，以及考后报考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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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地点和所需材料等事项经省安监管理部门确定后，一
并在浙江人事考试网上予以公布。届时，请相关考生注意查看，
并做好考后报考资格审查的相关准备。
对于应试科目成绩全部合格的考生，务必在网上公布的时
间内、带上规定的材料，到指定的地点参加现场考后报考资格
审查，逾期不参加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成绩。
通过考后报考资格审查的考生，在省主管部门下达合格人
员文件后，可登陆浙江政务服务网（www.zjzwfw.gov.cn）查
询并下载打印“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同时可在系统上申请纸
质证书邮寄业务（邮费到付）。
八、有关要求
各市人事考试机构和安监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
合，通力协作，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考务工作（具体工作计划
见附件 2）。要通过多方式、多渠道加强考后资格审查的发布和
联络，努力做到应审尽审，同时要确保审查信息的完整、安全和
及时传送，谨防遗漏和延误。要加强与公安、无线电管理、教育
（学校）等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调，在做好考试服务保障
的同时，要加强考试安全管理，对违反考试纪律的，一经发现，
将严格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人
社部第 31 号令）和《人事考试工作人员纪律规定》等处理；对
于主观违纪的，还将按照我省人事考试违纪违规信息纳入人事考
试信用体系的规定（浙人社发〔2014〕140 号）处理，并在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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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上公布；对于触及“刑九”相关刑律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确保考试工作的公平公正和顺利实施。
附件：1.2018 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法律、
法规修订、新增内容的说明
2.2018 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浙江省人事考试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7 日

抄送：省人力社保厅专技处、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人事培
训 处，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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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有关法律法规修订、新增内容的说明
根据 2011 年以来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情况，为便于考
生更好地应考，就《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
（2011 版）内容
中涉及的有关法律法规作如下说明。
一、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0 号公
布，第 18 号、第 13 号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
号公布，第 81 号、第 47 号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0
号公布，第 52 号、第 48 号、第 81 号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5 号公
布，第 18 号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5 号公
布，第 73 号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公
布，第 18 号、第 76 号修正）
7.《煤矿安全监察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6 号公布，
第 638 号修正）
8.《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46 号公布，第 638 号修正）
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4 号
公布，第 591 号、第 645 号修正）
10.《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7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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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8 号、第 653 号修正）
1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6
号公布，第 653 号修正）
12.《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5 号公
布，第 666 号修正）
13.《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 号公布，第 63 号、第 80 号修正）
14.《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1 号公布，第 63 号修正）
15.《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13 号公布，第 42 号、第 77 号修正）
16.《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20 号公布，第 78 号修正）
17.《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2
号公布，第 63 号、第 80 号修正）
18.《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30 号公布，第 63 号、第 80 号修正）
19.《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公布，第 77 号修正）
20.《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 106
号发布，第 119 号修正）
二、 新颁布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
号）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2 号）
3.《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8
号公布，第 78 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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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公布，第 79 号修正）
5.《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1 号公布，第 79 号、第 89 号修正）
6.《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43 号公布，第 79 号修正）
7．《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4
号公布，第 63 号、第 80 号修正）
8．《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45 号公布，第 79 号修正）
9．《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47 号公布）
10．《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8 号公布）
11．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49 号公布）
12.《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54 号公布）
13.《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57 号公布，第 79 号、第 89 号修正）
14.《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9 号公布，第 80 号修正）
15.《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62 号公布，第 78 号修正）
16.《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66 号公布，第 80 号修正）
17.《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86 号公布，第 89 号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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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88 号公布）
19.《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公布）
20.《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91 号公布）
21.《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2 号公
布）
22.《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3 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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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时

间

7 月 27 日
8 月 16 日至 25 日
9 月 11 日前
10 月 9 日前
10 月 19 日前
10 月 22 日至 26 日

工

作

安

排

省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
报考人员进行网上报名、同步进行网
上交费
各相关市人事考试机构上报试卷预订
单
各相关市人事考试机构按规定格式与
方式上报考场数据
各相关市人事考试机构上报指挥班子
名单
考生从网上下载“准考证”
各市人事考试机构做好接收试卷准

10 月 25 日

备，试卷到达后严格按规定交接、保
管和运送

10 月 27 日至 28 日

考试实施

10 月 29 日

各相关市人事考试机构组织回卷

考试成绩经国家相关 公布考试成绩，同时公布考后报考资
部门确认后
成绩公布后 15 个工作
日内

格审查的时间、地点及有关要求等
负责报考资格审查的部门（单位）完
成对成绩合格人员的考后报考资格审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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