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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 

备 
案 原系统： 

评价机构备案信息提交至对应主管机关审核，审核通过后，发放
评价机构证书。 

新系统： 
初次备案:备案信息提交主管机关或管理维护单位进行核查。                           
再次备案:不需要再次核查，备案申请提交后自动备案通过。 
   



评价机构 

其
他 

新系统： 
       1、评价机构给企业发放等级证明。 
       2、企业年度审核：企业每年提交向评价机构年度报告，
评价机构对年度报告进行等级评定，年度报告等级三年连续为
“优”系统自动更新证书到企业名录。 
       3、信用管理：主管机关对管辖范围内存在问题评价机构
进行相应的信用扣分处理。 



评审员 

备 
案 原系统：评审员备案信息提交各省厅进行审核，并通过考核，省厅发放评审员证书。 

新系统： 
   初次备案:填报备案信息和通过在线测试，提交核查。核查通过，自动录入评审员
名录。 
   再次备案:评审员在系统提交备案信息并通过在线测试，系统自动生成备案号。 

其
他 

新系统： 
    评审员被聘用12月内不可解聘。自有评审员：自有评审员属评价机构自有员工，
需提供劳动合同和一年以上社保记录。兼职评审员：兼职评审员的同一备案专业只能
被一家评价机构聘用。 



主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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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注册  注册 

主管机关登录  登录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1主管机关添加/主管机关添加1.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2主管机关登录/主管机关登录.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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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包括监督抽查、投诉举报 

        监督抽查：主管机关通过监督抽查方式，将评审员、评价机构、企

业的举报投诉信息下发给直属的管理维护单位或者提交部管理维护单位进行

核实查证。 

       投诉举报：主管机关通过标准化管理系统接收社会社会对主管机

关、评价机构、评审员、企业的投诉举报信息。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3监督管理/1监督抽查.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3监督管理/4投诉举报.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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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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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名录：指已有备案资质的评价机构列表。 

操作： 

     暂停是评价机构在暂停时间内不能进行评价工作。暂停可以选择三个

月或一年，暂停时间到期系统自动恢复正常，也可手动恢复正常。 

     注销指评价机构向主管机关申请备案资质注销。注销后不能进行评价

工作，注销的专业2年内不能再次备案。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1评价机构名录.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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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备案核查： 
    主管机关或管理维护单位核查管辖范围内评审机
构初次备案提交的备案信息，核查通过后评价机构自
动录入名录。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2评价机构备案核查.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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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信用： 
    主管机关或管理维护单位对管辖范围内
的评价机构通过扣分方式实施信用管理。 
 
 
整改报告： 
    主管机关给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评价机
构下发问题整改。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3评价机构信用.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7问题整改.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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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变更：主管机关或管理维护单位处理管辖范围内评价机构
申请的法人、经营地址、机构名称变更。主管机关同意后系统
自动更新并记录变更信息。 

年度工作报告：查看管辖范围内评审机构上报的年度工作报

告。 

考评情况汇总：展示管辖范围内评价机构评价企业信息，包括

各个评价机构受理达标业务企业数量和企业名单。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5备案变更.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8年度工作报告.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4评价机构管理/9考评情况汇总.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主管机关 

评审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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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名录：指已有备案专业的评审员列表。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5评审员管理/1评审员名录.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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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备案核查： 
    评审员在系统填写报名信息，信息符合条
件并通过在线教育测试，经部管理维护单位核
查通过后，自动录入评审员名录。其他二级三
级主管机关可以查看管辖范围内的评审员报名
信息。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5评审员管理/2评审员备案核查.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主管机关 

评审员信用： 
    部管理维护单位可对评审员扣分实
施信用管理，二三级主管机关可查看评
审员信用信息。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5评审员管理/3评审员信用.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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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考试统计： 
     针对各分值的评审员的统计。以及某个评
价机构聘用的评审员的考试统计。 

培训、考试记录： 
    查看当前主管机关下的评审员的最新培训
考试情况。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5评审员管理/5评审员考试统计.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5评审员管理/4培训考试记录.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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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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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企业名录： 
    指已发证达标证书的企业列表。 

评价结果公示： 
    对考评通过处于待公示装填的企业进行公示操作。 

企业整改问题： 
    对问题整改的企业进行整改信息的查看。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6企业评价管理/1达标企业名录.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6企业评价管理/2企业结果公示.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6企业评价管理/3企业整改问题.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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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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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机关添加： 
    添加管辖范围内下级主管机关。 

管理维护单位添加： 
   添加管辖范围内下属管理维护单位。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7下级机构管理/1主管机关添加.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7下级机构管理/3管理维护单位添加.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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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委托：主管机关的相关业务委托给
下属管理维护单位。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7下级机构管理/5工作委托-委托.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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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维护： 
    显示所有各级主管机关都可以看到
整个主管机关内部网络的组成单位，点
击可查看详细信息。 
 管理维护单位信息： 
    查看当前主管用户的管理单位的详
细信息。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7下级机构管理/7机构维护.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7下级机构管理/8管理维护单位的信息.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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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维护单位年度报告：主管机关查看下属管理维护单位上报的工作报告和
行政区域管辖范围评价机构评价企业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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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及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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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机构统计查询 

1、企业统计查询 

3、评审员统计查询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8查询及统计/3评价机构统计查询--业务.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8查询及统计/1企业统计查询-等级.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8查询及统计/评审员统计查询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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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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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内容维护： 
    发布、更新化系统首页的“图片新闻”、“政策法规”、
“工作动态”等栏目的内容。 

企业达标监管： 
    通过业务类型、等级、达标状态、评价机构名称、企业
名称查询管辖范围内企业达标状态。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9系统管理/1首页内容维护.png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9系统管理/2企业达标监管.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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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记录：主管机关或维护单位对指派工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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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日志： 
    显示所有用户的UK操作日志，目前由交通运输部
用户进行查看。 

讲课图片/主管机关/9系统管理/4操作日志.png


评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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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注册 

2、用户登录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1注册和登录/1注册1.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1注册和登录/2登录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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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办事宜： 
    企业达标受理、企业变更审批、企业整改问题。 

企业达标受理： 
    企业进行资质申请后，评价机构在此进行达
标受理。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1注册和登录/2登录2.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2待办事宜/1企业达标受理.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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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流程： 
 
    第一步 : 选定三个及三个以上的评审员，
进行任务指派。 
    第二步：考评打分，制定评估报告，交由
评审员确认。 
    第三步：当评审员确认考评后，评价机构
可进行提交公示，交由主管机关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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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变更审批： 
    评价机构在此处理企业变更的申请。 

企业整改问题： 
    评价机构对自己评审过的企业进行下发整
改后，在此进行查看处理。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2待办事宜/6企业变更审批.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2待办事宜/8企业整改问题.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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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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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管理： 
    评价机构在此进行备案的新增和管理，同一等
级最多只能申请三种不同的备案。 
 

备案变更： 
   评价机构发生了名称和法人变更，需要提交给相
应的主管机关进行审批。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3评价机构工作/1备案管理.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3评价机构工作/3备案变更.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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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报告： 
    评价机构出现问题之后，主管机关会对其进行
问题整改通知，评价机构需要回传相应的整改报告。 

年度工作报告： 
    评价机构每一年需要向对应的主管机关进行上
传每一年的年度工作报告。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3评价机构工作/5整改报告.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3评价机构工作/7上传年度工作报告.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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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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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列表： 
    记录和管理改评价机构所聘用的评审员以及
进行新的评审员的聘用。 

评审员教育培训： 
    评审员每一年都需要经过一次的专业能力测
试，评价机构在这里查看自己所聘用的评审员的
培训、考试状况。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4评审员管理/1评审员列表.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4评审员管理/4评审员教育培训.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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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员档案：评价机构下评审员的聘用类型、文凭、
证书状态、证书类型等统计情况。 

聘
用
类
型
统
计 

学
历
统
计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4评审员管理/5评审员档案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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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案
状
态
统
计 

备
案
类
型
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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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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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证书制发： 
    企业经过主管机关公示5个工作日，进行公示完毕操
作后，会进入“发证与制证操作，此处功能是管理具有证
书资格“已发证”和“待发证”的企业列表。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1达标证书制发列表.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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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备案变更：功能只提供企业备案变更的相关记录查
看，处理功能在“待办事宜-企业变更审批”处。 
企业备案变更：功能只提供企业备案变更的相关记录查
看，处理功能在“待办事宜-企业变更审批”处。 
企业备案变更：功能只提供企业备案变更的相关记录查
看，处理功能在“待办事宜-企业变更审批”处。 

 
企业换证申请受理：该流程参考“企业达标受理”，
两者基本一致。是企业证书满三年时，进行的在原基
本信息上再次更新证书。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5企业备案变更.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5企业备案变更.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5企业备案变更.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6企业换证申请受理.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价机构 

下发整改通知： 
    评价机构在此给自身考评过的企业下 发改通知，企业
收到之后进行整改，回传一份报告。在“待办事宜－企业整
改问题”处进行查看处理。 

企业年度报告： 
    企业按照年度给评价机构上传年度工作报告，评价
机构对其进行处理评级；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7下发整改列表.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9-1企业年度工作报告.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价机构 

企业档案管理： 
    评价机构可以在此查看所有和自己有关的企
业，是对相关企业的一种档案记录。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5企业评价管理/9-3企业档案管理.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价机构 

考评情况统计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价机构 

1、企业考评汇总 

2、评审员工作统计 

3、企业考评统计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6考评情况统计/1企业考评汇总.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6考评情况统计/2评审员工作统计.png
讲课图片/评价机构/6考评情况统计/4企业考评统计.png


企业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企业 

1、用户注册 

2、用户登录 

讲课图片/企业/1用户注册和登录/1注册1.png
讲课图片/企业/1用户注册和登录/2企业登录.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企业 
 

达标申请： 
    企业需要获取相关业务类型和业务类别的证书，
需要在此进行等级申请。 

讲课图片/企业/2达标申请/1达标申请.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企业 
 

年度报告： 
   企业需要每一年对自己的证书做年度工作报告，
上传给评价机构 

    企业按照自身证书的类型选择对应的评价机构，
将对应的年度报告，上传给评价机构，连续三年被评
价机构评为“优秀”的同意专业证书，将会自动更新
证书，不必再进行换证申请。 

讲课图片/企业/3年度报告/1年度工作报告列表.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企业 

变更申请：企业在“名称”、“法人代表”、“地
址”发生变更时，需要提交给评价机构，让其进行
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则变更成功。 

 

证书信息：企业在此处查看自己的证书信息，以及
证书到期时，进行的换证申请信息 

讲课图片/企业/4变更申请/1新增企业变更.png
讲课图片/企业/5证书信息/1证书信息列表.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企业 

整改报告： 
    评价机构对企业负责，企业如有问题，评价
机构可以直接下发整改通知，企业需要在此处进
行处理回传。 

讲课图片/企业/6整改报告/1整改报告列表.png


评审员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审员 

用户注册： 
    评审员进行注册时，选择正确的主管机关和专业类型，完善基本信息后，需进行在线能力
测试，测试通过之后，提交资料核查，交通运输部负责评审员的资格核查。 

用户登录 

讲课图片/评审员/1注册和登录/1-1注册.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审员 

待办企业考评： 
    评审员被评价机构指派工作之后，可以在这里查看，
当评价机构上传考评报告之后，评审员需要再次进“评
审员确认”操作。 

备案管理： 
   评审员在此进行备案申请，以及对相关备案的处理操。 

讲课图片/评审员/2待办企业考评/3-待办企业考评.png
讲课图片/评审员/3备案管理/5备案管理.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审员 

年度教育： 
   评审员在这里能看到自己年度教育的基本情况点击
“参加考试”按钮，在备案处于“即将到期”状态时，
评审员可直接参加考试，其余时间可进行在线教育。 

评审员培训、考试情况： 
    记录评审员参加考试的次数，以及每次考试的
培训情况。 

讲课图片/评审员/4年度教育/7年度教育.png
讲课图片/评审员/5培训考试情况/9培训考试情况1.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审员 

 
签约评价： 
    评价机构按照证书号和评审员姓名对评审员发出聘用信息
之后，评审员在此进行处理相关聘用信息。 
    评审员在接收到评价机构的聘用信息后，可以点击处理按
钮，进行“同意”或者“拒绝”按钮，同意之后，聘用关系生
效，拒绝之后，则可再接收别的评价机构的聘用信息。 
 
 

讲课图片/评审员/签约考评机构/9签约评价机构2.png
讲课图片/评审员/签约考评机构/9签约评价机构2.png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管理维护单位 

管理维护单位用户 

     管理维护单位代理主管机关处理业务，系统功能设计

与主管机关一致。主管机关通过“工作委托”把业务委托

给管理维护单位处理。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审员在线测试 

评审员在初次报名时，以及在系统内部进行年度能力测试时，都需要直接参加在线考试。 

       首先在评审员系统内部点击”参加考试“按钮，或者在初次首页报名时，点击”参加考试“按钮，进入评审
员在线教育页面，选择“开始考试”进入在线考试系统：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详细使用说明----评审员在线测试 

评审员在线教育测试系统： 

              测试要求：评审员初次备案和评审员备案专业在12月周期要求通过在线测试。 

在线测试环境：评审员需要开启电脑摄像头，保证摄像头可以采集完整的评审员头像照片。 

题库范围：法律法规、安全管理基础、安全生产专业知识、评价办法及评价标准相关要求。 

在线测试规定：有效期满前一个月通过短信提醒评审员参加在线测试，通过测试的评审员备案专业有效期延期

12个月；在线测试未通过，7天后可再次参加测试，备案专业有效期内未通过测试的评审员，暂停评价工作，

直至通过在线教育测试。 

试卷出题规则：题库中随机选择100道单选题，60分考试时间，90分及格，40分后才可交卷。 



优势介绍 

   BIG  
DATA 

日志系统记录每个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记录 

完善的查询统计功能，通过灵活的查询功能可以分析评

价机构、评审员评价情况，企业达标情况 

评价业务通过系统严格控制业务流程，不会出现

违规操作 



关于举办“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价管理办法及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宣贯学习班”
的通知 

      
       经请示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北京中平科学技术院作为部安委会技术合作单位、标准化

信息管理系统维护单位、管理维护单位支持机构拟于近期举办“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价管理

办法及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宣贯学习班” 



010-85893090  186-1118-6595  

@北京中平科学技术院 

联系我们 

交通安全标准化1群 （62661231）  标准化业务交流群   

交通安全标准化2群 （156089980）标准化业务交流群   

交通安全标准化系统客服群 （577233175）管理系统使用咨询群   

交通安全标准化评价机构群 （461893631）标准化评价机构交流群   

交通安全标准化培训班群 （103107176）标准化培训交流群   



微信公众号：bjzp86 



O THANK Y  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