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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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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操作概述

1. 1 浏览器要求

请您使用谷歌浏览器（推荐），Edge 浏览器（最新版），QQ浏览器（极速

模式），360 安全浏览器（极速模式），搜狗浏览器（高速模式），百度浏览器

（极速模式），极速模式在浏览器“地址栏”右侧的“闪电符号”选择。如图 1-1

图 1-1 360 安全浏览器的极速模式切换

二、 单位帐号注册

2.1 填写注册信息并完成注册

系统首页点击“立即注册”，进入注册信息填报页面，按照要求填写完成并

注册，企业信息无法自己填写，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后点击“查询”，会

自动显示企业信息，如图 2-1

图 2-1 企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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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注册说明

如果提示“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被注销”，说明该企业已经注册过，若忘

记用户名和密码，可通过登录页下方的“忘记密码”进行密码重置。

三、 系统登录

3.1 企业登录

在网站首页“系统登录框”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进行系统

登录验证，登录验证通过后即进入报名系统。

3.2 密码修改

企业登录后可点击右侧的企业名称修改密码。如图 4-1

图 3-1 密码修改

说明：“原现场专业人员考试报名系统”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试报名系

统”企业信息和人员信息通用，同一个用户名及密码。

四、 添加报名人员信息及编辑修改

4.1 添加考试人员信息

点击“人员管理”菜单下的“添加考试人员”子菜单，打开人员添加操作页

面，从以上两种方式任选其一即可。如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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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添加考试人员

①身份证核验方式需要身份证识别仪扫描身份证，此种方式为了防止人员信

息输入有误，无法参加现场考试，身份证核验方式无需录入个人照片和身份证扫

描件。

②人工录入方式需企业输入人员相关信息，上传个人照片扫描件、身份证（正

反两面）扫描件，点击“立即新增”按钮，完成人员添加。

③人工录入方式添加的人员，也可通过人员列表的“身份证预校验”按钮确

认信息准确。

图 4-2 人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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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考生信息编辑及修改

当自己发现信息填写错误等情况发生时，企业用户可以在“人员管理”-“人

员查看”，进行信息的查看，修改，编辑与删除。如图 4-3所示。

图 4-3 人员信息编辑及修改

（1）修改，身份信息错误（姓名、身份证号）可以点此处修改，校验成功

的无法修改。

（2）编辑，人员基本信息错误（除身份信息外的其他信息）可以点此处修

改，修改完可以点“详情”查看。

（3）删除，可以删除人员信息，已报名的人员无法删除，需要先取消报名。

（4）单位变更，人员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已存在的身份证号无法重复录

入，发生单位变更的，原单位可以点击“单位变更”直接修改人员的单位。

4.3 人员添加说明

如果提示“该身份证号已在**单位存在，请联系此单位提交变更”，说明该

人员的基本信息已经录入系统，且存在提示的**单位，无法再添加该人员信息，

需要提示的单位点击“单位变更”修改人员的单位。

五、 考试报名

5.1选择考试类型报名

依此点击打开左侧栏菜单“考试报名”模块下的“XXXX 考试”—“我要报

名”，点击右侧报名按钮。考试分建筑类批次和市政类批次，根据相应企业资质

进行报名。如图 5-1。

说明 1：建筑类和市政类考试虽然分别报名，但是考试通过后发放的证书在

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通用。

说明 2：XXXX 考试，系统内共有两类，建筑安全生产知识考试，市政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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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知识考试。地市主管部门为建筑类的报名建筑安全考试，主管部门为市政类的

报名市政安全考试。

图 5-1 选择要报名的考试批次

5.2选择考区

在上一个页面点击“报名”后，打开考区展示页面，一个地市只有一个考区，

在此页面点击“报名”。如图 5-2。

图 5-2 再次点击报名

5.3选择报名人员

在上一个页面点击选择报名后，打开选择报名人员操作页面。点击选择要报

名的人员后，点击上方的“单人报名”按钮。如图 5-3。

图 5-3 选择人员页面

5.4确认个人信息并提交报名

点击选择报名人员后，进入报名条件、诚信承诺书协议、报名专业岗位三

个信息的确认页面。在此页面要勾选“认真阅读并同意以上内容”，点击“确认

报名”按钮进行报名。点击后系统会根据已有信息管理系统中的证书信息进行校

验比对。如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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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给勾选人员选择报考专业岗位

5.5 上传报考所要求并诚信承诺的材料

信息校验比对通过的，进入报名材料上传页面，按照要求上传完成所需材料，

并点击页面下方“确认报名”按钮，则此人报名成功。

信息校验比对不通过的，将会提示比对不通过的原因。

图 5-5 校验比对结果及报名材料上传

5.5报名完成

提交报名后，即完成网上报名操作。对于已报名成功的信息，可以通过“报

名记录”进行查看，也可以进行取消报名和准考证打印。准考证开始打印后，不

可以取消报名，只可以“准考证打印”。提示：报名记录或报名记录总计中能看

到的报名信息，就代表本次考试报名成功。如图 5-6。



8

报名完成后，地市主管部门会对考生的报名材料进行抽查，企业可以在“报

名记录总计”中查看抽查结果，若抽查不合格，企业可以在“报名记录总计”进

行报名材料的重新上传，等待管理员的二次审查。

图 5-6 报名记录

六、 考生自行选择考试场次

各市具体考试时间，根据各批次市级主管部门考点落实情况确定，请参考企

业和考生及时关注当地市级主管部门发布的本市考试通知。

市级主管部门发布本市考试通知后，考生自行选择考试日期和场次。具体操

作如下：

6.1考生信息登录

点击“考生选择考试场次入口”后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后进入场次选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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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考生选择考试场次入口

图 6-2 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登录

6.2点击报名记录“场次”对应的“选择”按钮

6.3选择日期并点击框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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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根据具体考试场次的时间报名本场次

6.5确认报名场次后不得退改

确认选择考试场次后，等待本场次人数报满或报名结束后由市级主管部门

（考核用户）分配所在考场（教室）与座号，分配完成后由市级主管部门（考核

用户）开启准考证打印。

七、 准考证打印

在准考证可打印时间范围内（一般为所选考试时间前 3天内，以各市考试安

排通知为准），企业用户或个人用户可在“报名记录”或“报名记录总计”菜单

中进行准考证打印。

八、 成绩公示

计算机网络考试结束后，电脑会立即进行判分，并展示结果给考生。在考试

结束后，省教育中心会根据考试时间先后顺序对考试合格人员进行公示并生成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B/C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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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技术咨询

1、相关业务管理问题请咨询各市级主管部门；

2、系统使用问题，咨询方式如下：

（1）技术服务电话：0532-80929801（宋老师）

技术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7:00
（2）若电话繁忙，请您加入 QQ群咨询（24 小时可留言）

1）建筑资质的企业负责人请加：

济南群：397056651 青岛群：1103176506 淄博群：573582815 枣庄群；782514088；
东营群：782932035 烟台群：576950423 潍坊群：437903023 济宁群：782423213；
泰安群：782561955 威海群：781784937 日照群：223846985 莱芜群：139998909；
临沂群：783126554 德州群：493545543 聊城群：702140177 滨州群：782924208；
菏泽群：794933508

2）个人及新企业请加：

安全人员取证答疑 1群：87517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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