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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文件 
国咨协[2021]032号 

 

关于举办建筑业“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

方案》实施要点暨建筑企业资质申报关键环节、分立、重组与风险应对专

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 2019 年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按照《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做好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包括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企业资质，以下统称企业资质）认定事项压减工作。2020 年
11 月 11 日国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为
进一步放宽建筑市场准入限制，优化审批服务，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改革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精简资质
类别，归并等级设置。从现有的 593 项企业资质类别和等级将压减至 245 项，其
中勘察资质由 26 项压减为 7 项，设计资质由 395 项压减为 156 项，施工资质由
138 项压减为 61项，监理资质由 34项压减为 21项，压减幅度为 5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加强监督指导，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制定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标准指标说明，细化审批标准和要求。加大资质审批后的动态监管力度，创
新监管方式和手段，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和“互联网+监管”
模式，强化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落实，加大对转包、违法分包、资质挂靠等违
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强化事后责任追究，对负有工程质量安全事故责任的企业、
人员依法严厉追究法律责任，切实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为帮助相关单位及时了解学习此次资质改革重点，做好资质改革后的有效衔
接，把控要点和风险应对。我会将邀请权威资质专家举办“举办建筑业“放管服”
改革背景下《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实施要点暨建筑企业资质申
报关键环节、分立、重组与风险应对专题培训班“本次培训班由中国国际工程咨
询协会主办，北京中建科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现将具体培训事项通知
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相关最新政策解读 

1、关于《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建筑业“放管服”改革》政策解读； 

2、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解读： 

3、关于建筑业资质体系管理热议的核心问题; 

4、关于住建部发布的实行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告知承诺制通知的解读; 

5、资质改革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政策改革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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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简化/压减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政策解读; 

（二）《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具体实施要点 

1、改革后施工总承包企业特级资质调整为施工综合资质的有效衔接 

2、改革后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与前期在业务承揽方面的有效衔接与应对本 

3、改革后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类别和等级压减过渡与衔接 

4、改革后工程设计、勘察、监理资质压减过渡与衔接 

5、改革后放宽建筑市场准入限制、下放审批权限、优化审批服务的具体举措 

（三）《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后，建筑企业资质申报关键环节

与风险应对 

1、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流程的具体操作 

2、建筑业企业资质网上申报及审批流程介绍 

3、建筑业企业资质网上申报系统的填写及附件材料编制要点； 

4、新改版“四库一平台”建筑业企业库、人员库、业绩库和诚信库等信息系

统的操作指导、重要指标的填写、考核要点及注意事项等; 

5、企业工程新业绩如何正确入库，为资质升级做准备; 

6、在资质增项、新办中如何正确理解资质标准对人员、资产、设备和业绩的

考核要求; 

7、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操作过程中常见问题分析讲解; 

8、企业如何规避动态核查注意事项及所面临的问题; 

9、建筑业企业信息系统中的外省市备案申报流程及系统填报要求; 

10、工程设计企业资质申报中的疑难热点问题解答。 

11、改革后建筑企业资质如何进行重组、合并、分立，资质平移及具体操 
二、培训对象 

各地建设主管部门领导和有关行业协会领导及建筑企业、设计单位总经理、
副总经理，负责资质主管及相关专员等。 

三、拟邀专家 

住建部、行业协会相关资质申报、编写专家详细讲解。 

四、时间地点 

2021 年 5月 14 日—5 月 18 日 郑州市（14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5月 28 日—6 月 01 日  西安市（28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6月 18 日--6 月 22 日 南宁市（18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7月 16 日--7 月 20 日 青岛市（16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8月 13 日--8 月 17 日 银川市（13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9月 03 日--9 月 07 日 武汉市（03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9月 25 日--9 月 29 日 成都市（25 日全天报到） 
2021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 珠海市（22 日全天报到） 

五、收费标准 



 

A.2980 元/人（含培训费
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B.3980 元/人（含证书、

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C.5980 元/人（含证书、

交流等）。 

备注：不参加线下培训，

人（证书由我会颁发“《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书报名材料：报名表一份、2

学历证书复印件一份。 

六、报名办法 
联系人：张国恒               

传  真：010-56916269         

手  机：18611175931

 

                                    

 

 
温馨提示：根据国家疫情防控的要求，如遇特殊情况课程会有适当调整。
 

附件：报名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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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场地、会议期间午餐

、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场地、

。 

、培训费、资料费、电子课件、场地

，单独参加线上培训，考试成绩合格发证书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合同经理》、《

2寸照电子照片（白底免冠彩照）、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电话：010-56916269

56916269           邮箱：2851902106@qq.com

18611175931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温馨提示：根据国家疫情防控的要求，如遇特殊情况课程会有适当调整。

 

 

 
 
 
 
 
 
 
 
 
 
 
 

 

会议期间午餐），住宿

、会议期间午餐），

场地、会议期间食宿、

考试成绩合格发证书。2800 元/

》、《项目经理》”。证

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56916269 

2851902106@qq.com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温馨提示：根据国家疫情防控的要求，如遇特殊情况课程会有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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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建筑业“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制度改革方案》实
施要点暨建筑企业资质申报关键环节、分立、重组与风险应对回执表 

联系人：张国恒               电话：010-56916269 

传  真：010-56916269         邮箱：2851902106@qq.com 

手  机：18611175931 

单位名称  邮编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职位/岗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参加培训人员 性别 职务 电话 手机 邮箱 

      

      

      

      

      

是否住宿 是□    否□ 住宿标准 □单住(需另补床位费)     □合住 

地点选择  证书申报 
项目经理□  
合同经理□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标准选项  A、2980 元/人□  B、3980 元/人□  C、5980 元/人□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通过网银  金额  

 

汇款方式 

单位名称：北京中建科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账    号： 0200004609200585085 

行    号：102100000466 

发票类别 

增值税（□普通□专用）发票,开票信息如下： 

单 位 名 称： 

税       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账号： 

备注 

 请将参会回执回传或 E-mail 至会务组，在

报名 3 日内将培训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方式付

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其中

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地点、等具体安排事项。

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二〇二一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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