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考发〔2022〕13 号

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及义乌市人事考试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42 号）精神，以

及交通运输部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办公

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度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

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机职考办发〔2022〕14 号）要求，结合

我省实际，现将此项考试考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级别和专业

机动车检测维修考试设 2 个级别，分别为机动车检测维修士

（以下称维修士）、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以下称维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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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级别均分为 3 个专业类别，分别为机动车机电维修技

术、机动车整形技术、机动车检测评估与运用技术。其中，机动

车整形技术专业的考生，在考试时可选择机动车钣金维修技术或

机动车涂漆技术中的一个专业内容进行作答。

二、考试时间、科目及考点

（一）理论考试，定于 6 月 11 日适用笔试方式进行，具体

考试时间和科目为：

8:30—11:30《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维修士、维修

工程师）。

14:00—17:00《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维修工程师）。

（二）实操考试，定于 6 月 12 日采用计算机模拟（以下称

机考）方式进行，具体考试时间和科目为：

8:30-17:00，《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维修士、维修工程师）。

每场考试时间为 1 小时，考生具体考试时间和场次见准考证。

考点设置在杭州，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三、报考条件

（一）报名参加维修士考试的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取得中等教育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高等院校交通运输专业应届毕业生。

（二）报名参加维修工程师考试的人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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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维修士证书后，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 6 年；

2.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大专学历，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

5 年；

3.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

作满 4 年；

4.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机动

车检测维修工作满 2 年；

5.取得交通运输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满

1 年；

6.取得交通运输专业博士学位；

7.取得其他工学类专业上述学历或学位，其从事机动车检测

维修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2 年；

8.取得非工学类相关专业上述学历或学位（理学、管理学

等），其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3 年。

（三）免试部分科目条件

1.2005 年 12 月 31 日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为机动车

检测维修专业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职务的人员，可免试本级别

《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科目。即：评聘为助理工程师职务的人

员，只需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维修士）考试；

评聘为工程师职务的人员，只需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

术》（维修工程师）和《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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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从业资格证书，并符合机动车检

测维修考试报名条件的，可以免试部分科目为：

（1）取得机动车维修技术负责人从业资格证书，并符合维

修工程师报名条件的，可免试《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机

动车检测维修实务》科目，只需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

科目考试。

（2）取得质量检验员、机修、电器维修、钣金、涂漆或车

辆技术评估（含检测）从业资格证书，并符合维修士报名条件的，

参加对应专业的考试（具体专业见附件 1），可免试《机动车检

测维修实务》科目，只需参加《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考

试。

从事机动车检测维修工作时间期限，均计算到报考当年的年

底。以后学历报考的，专业工作时间前后可以累加（全日制教育

实习和成人教育脱产学习时间除外）。报考条件咨询电话见附件

2。

四、获得证书条件

参加维修士考试的人员，须在 1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

目的考试；参加维修工程师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

内，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须在 1 个考试年

度内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方可获得相应级别职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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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告知承诺制报考有关规定

（一）除个别“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人员外，其他所有相

关人员均可“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报名。

“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人员，是指在资格考试中有违纪或

虚假承诺尚在诚信记录期内的人员（下同）。

（二）对于“适用告知承诺制”报考，且应试科目成绩全部

合格的人员，直接进行网上公示。除个别有情况反映或经抽查有

疑问外，无需到现场进行考后报考资格核查（以下简称“考后核

查”）。

（三）对于“不适用告知承诺制”报考的人员，若应试科目

成绩全部合格，需在规定时间内携带相关证件材料到指定地点进

行现场“考后核查”。

（四）在考前、考中、考后任何环节（如报名、打印准考证、

考试、阅卷、证书制发、评审等各环节），若发现有不实承诺的，

将视不同阶段，作出取消当次考试资格、取消当次考试成绩，以

及所取得的证书无效等处理。

六、网上报考流程

（一）报考人员应于 4 月 11 日至 24 日，通过登录浙江人事

考试网（www.zjks.com）链接，或直接登录交通职业资格网

（www.jtzyzg.org.cn），按告知承诺制有关要求，填选相关报考

信息、签署“承诺书”、上传白底彩色电子证件照，以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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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身份证件（正反面）、学历学位证书、专业工作年限证明等扫

描件。其中，2002 年及以后大专（含）以上学历的报考人员，

还需在报考系统中上传学信网（www.chsi.com.cn）教育部学籍

或学历在线验证报告（验证报告的有效期应在审核截止日期内）。

（二）不适用告知承诺的考生，须打印“报名表”和“专业

工作年限证明”，供应试科目成绩全部合格后交所在单位审核盖

章，用于现场考后核查，请考生妥善保存。适用告知承诺的考生

打印的“报名表”，供留存备查。

注：“专业工作年限证明”样稿可在浙江人事考试网右上角

搜索打印（需作适当修改）。

（三）报考人员务必于 4 月 27 日至 5 月 5 日，登录浙江人

事考试网进行网上交费。交费完成后则为报考成功，未按规定时

间在网上交费的示作自动放弃报考。

（四）报考成功的考生应于 6 月 1 日至 10 日，登录报名系

统打印准考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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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考前联系我院进行处理。

报考技术咨询电话：0571-88396764、88396765、传真

88395085。

七、网上报考注意事项

（一）报名期间，若发现报考信息有误，在报名截止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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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信息“确认”，自行修改。在交费后则不能再自行修改，若

需修改须联系省人事考试院处理。

（二）报名人员在填报信息时应认真核对。如属报名人员传

错照片和相关证件、填错个人信息（如姓名、证件号、手机号、

专业工作年限）、选错报考信息（如考试级别、专业科目、报名

点）、异地报考，以及未交费或错交费、不符合报考条件等，造

成参加考试、答卷评阅、通信联络、成绩和证书使用等受影响的，

由报名人员自负责任。

（三）由他人代交费的，须对应报考人员进行交费，若给多

人交费的可用同一支付宝账户逐一进行交费（注意防止错交费或

漏交费）。在试卷预订后或因虚假承诺被取消报考资格的，已交

费用不予退还。

八、收费依据和标准

根据浙价费〔2016〕71 号文件的规定，考试收费标准为：

维修士报考《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科目每人每科 65 元；

维修工程师报考《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和《机动车检测

维修案例分析》每人每科 70 元；报考《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

科目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 60 元。考生所需交费票据为电子票据，

在考试结束后以短信方式发送到报名时填写的手机号，如未收到

短信，也可登录“浙里办”APP，在“我的票据”里查看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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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考试题型和相关规定

（一）理论考试（笔试）。《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

和《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科目均为客观题，考生用黑色墨

水笔填写个人信息，用 2B 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准考证号和作答。

草稿纸由考试部门提供，考后收回。

考生应考时，准许携带黑色墨水笔、2B 铅笔、橡皮、削笔

刀、计算器（无声、无文本编辑储存功能）、时钟（无声、无收

发拍摄功能）、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考生须凭未作人为标记的本人纸质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方可入场（两证缺一不可），过期、拍照和电子证件，以及

复印的身份证件不能使用。严禁将手机、手环等有收发、记录和

拍摄功能电子产品，及提包、资料等物品带至考位。

发卷后，考生应先检查试卷和答题卡，如有印刷、装订等质

量问题应当即举手报告；答题前应先阅读试卷和答题卡上的注意

事项和作答须知，必须在规定的位置用规定的笔具作答；严禁将

试卷、答题卡、草稿纸以及考试信息带出或传出考场；答题卡不

得折叠和污损，不得作与考试无关标记；严禁提前或超时答题。

否则，若影响考试或成绩的，后果由考生自负，涉及违纪违规的

按相关规定处理。因考生自己损坏和错答位置的答题卡，不予更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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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考试公平公正，将在考后实施雷同技术甄别。若答卷

被甄别为雷同，属被他人抄袭的，考试成绩将按无效处理；属抄

袭他人，或协助他人抄袭，以及其他作弊雷同的，还将按违纪处

理。提醒各位考生在考试时务必看管好本人的作答信息。

（二）实操考试（机考）。《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科目为

计算机模拟试题。考生在作答前，应先认真阅读在计算机上显示

的考场规则和操作指南（注意事项或作答须知）等，按规定的方

法和要求进行考试。

为保留监考信息，考试期间全程监控。

十、成绩公布、考后核查和证书制发

（一）成绩公布。考试成绩经国家有关部门确认后，在交通

职业资格网上予以公布，届时考生可查询和下载打印考试成绩。

（二）考后核查。对于应试科目成绩全部合格的考生，还应

完成以下工作流程：

1.对适用告知承诺制考生的合格成绩直接进行公示，公示期

不少于 5 天。同时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相关单位对成绩合格人员

承诺情况进行抽查，比例不少于 10%。对报考人员信息进行网上

审核，原则上不再组织现场审核。网上审核不通过，在违纪记录

期内以及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报考人员，须提供证明材料进行考

后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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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审核的时间、地点及所需提交的资料由道路运输管理

部门相关单位另行通知。负责审核的人员要加强与审核对象的信

息联络，谨防遗漏。须到现场审核的考生，逾期不审的，视为自

动放弃合格成绩。请各位考生在报名时务必填写可联系的电话号

码（报名后如有变更的，要及时告知更改），若因所留电话号码

无法联系，后果考生自负。

3.情况解答，涉及报考条件的由省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相关单

位负责核查，涉及考风考纪和个人信息有误的由省人事考试院负

责核查。

（三）证书制发。对通过合格成绩公示和考后核查的人员，

在交通运输部下发职业证书后，相关考生可登录浙江人事考试

网，在“合格证书”栏目申请证书邮寄服务（邮费到付）。

十一、有关要求

人事考试机构与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相关单位要密切配合，认

真做好各个环节的考务工作（具体计划见附件 3）。

（一）要做好考试考务管理工作。加强考风考纪管理，下大

力预防违纪违规行为发生，一经发现，将严格按照人社部第 31

号令处理。其中，对主观违纪的，还将记入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

并在“信用中国（浙江）”网上公布，确保考试工作的公平公正

和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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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积极主动配合落实相应措

施，确保考试防疫安全。具体实施方法，参见《考点防疫工作方

案》和《考生防疫须知》（见省人事考试网“办事指南”栏目）。

附件：1.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与机动车检测维修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对应表

2.各地报考条件咨询电话

3.考试工作计划

浙江省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中心人事考试院

2022 年 3 月 24 日

抄送：省人力社保厅专技处、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各市公路

与运输管理中心，杭州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绍兴市、丽水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义乌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浙江省社会保险和就业服务中心人事考试院 2022年 3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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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从业资格与机动车检测维修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对应表

资格

序号

机动车维修技术人员

从业资格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

1 机动车维修技术负责人

机动车检测维修维修工程师（机动

车机电维修技术、机动车整形技术

或机动车检测评估与运用技术专

业）

2 质量检验员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机动车机电维

修技术、机动车整形技术或机动车

检测评估与运用技术专业）

3 机修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机动车机电维

修技术专业）4 电器维修

5 钣金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机动车整形技

术专业）6 涂漆

7 车辆技术评估（含检测）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机动车检测评

估与运用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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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地报考条件咨询电话

单位 部门 姓名 联系电话

杭州市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维配处 陈晓晓 0571-85463419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机动车服务处 洪 磊 18888638843

温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维修处 林葛乐 0577-88609950

绍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三大队 陈 岱 17706759277

嘉兴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机动车管理科 陈加庆 0573-82037463

湖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机动车服务管

理科
黄鲲鲲 0572-2205165

台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维管科 黄晓荷 0576-88325096

金华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机服科 方 宏 0579-82586691

衢州市公路港航与运输管理中心 机动车服务科 王守贵 0570-3012070

丽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维管科 傅培武 15805882998

舟山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维管科 顾 蕾 13868209366

义乌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维管科 楼 彬 13957903716

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机动车处 王忠文 0571-8781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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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考试工作计划

时 间 工 作 安 排

3 月 24 日 省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

4 月 11 日至 24 日 报考人员网上报名。

4 月 27 日至 5月 5 日 进行网上交费。

6 月 1日至 10 日 考生从网上下载“准考证”。

6 月 11 日 理论科目考试。

6 月 12 日 实操科目考试（机考）。

在有关部门核准考试成绩

后

1.在交通职业资格网上公布考试成绩。

2.对“适用告知承诺制”的成绩合格人

员，网上公示 5天。

考后核查

1.省交通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单位组织考

后报考资格抽查

2.对不适用告知承诺制，以及对上传的材

料有疑问的，进行现场考后核查。

交通部下发资格证书后
考生可在浙江人事考试网“合格证书”栏

申请资格证书邮寄服务（邮费到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