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
杭建检协 (通知)[2∞2]51号

关于开展
“
原申请资质时认可的注册和高级职称

人员
” 理论补考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人员:

根据《关于
“
原申请资质时认可的注册和高级职称人员参考事项

”

的通知》 (杭建检协 (通知)[2眨 2]45号 ),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

协会、检测分会要求本次理论考核采用计算机化考核,具体考务工作

由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负责。就相关补考工作通知如下 :

一、考核对象

原申请资质时认可的注册和高级职称需要补考的人员

二、理论考核科目及时间

考核科目:地基基础工程检测、钢结构工程检测、主体结构工程

现场检测、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市政桥梁检测

考核人数:地基基础 4人 、钢结构 1人 、主体结构 3人、室内环

境 2人、市政桥梁 1人 ,五个科目共计 11人

考核 日期:⒛22年 7月 16日 (周 六 )

考核时间:60分钟

相关安排如下 :

第一场 上午 09:00~10:00 一个考场 计 10人
⊥



第二场 上午 10:30~11:30 一个考场 计 1人

补考人员具体考核时间、考核教室、对应机位见附件 1。

三、考核方式:计算机化考核

四、考核地点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杭州市学院路 126号 )。

五、重要提醒

1、 考核人员请到 http://zJsJc。 zJgcJs。 org。 cn/网 站打印准考证 ,

凭身份证原件和准考证进入考场 ;

2、 请参加考核人员提前准备健康码 (绿码 )、 行程卡 (未去过中

高风险地区所在省份 )、 鲳 小时内核酸报告 (阴 性),考核当天需

严格核验,符合要求方能参加考核 ;

3、 请参加考核人员全程佩戴口罩,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测温 ;

4、 考生提前自行打印填写考生个人健康申报及承诺书 (见附件 2)

于考核当天考场内收取,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见附件 3;

5、 因学校周围道路改造,路面交通拥挤,请考核人员提前 30分钟

到达考点。

六、联系方式 :

丿顽佥刂妄乏  13958112519

型卜5辶 非k  18142028372



附件 ⒈

附件 2:

附件 ⒊

理论补考人员名单 (含考核时间、

考生个人健康申报及承诺书

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

考核教室、考核机位号)

踯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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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浙江省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检测分会

杭州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党政办公室 ⒛22年 07月 13日 印发



附件 ⒈ 理论补考人员名单 (含考核时间、考核教室、考核机位号)

1 何欣 33052319780730009g
浙江建信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地基基础I程捡测 Li Oθ∶00 ^ˇ 10;00 3弓 楼 3楼

蒋人煌 350426198407186516
浙江厘袋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地基纂础工程检测 上午 09∶ 00~1⒍ 00 3吁楼 3楼

倪晓娟 320311197110291286
浙江久豪建筑勘测设汁有

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上午 09∶ 00~1000 3号楼 3楼

时瑞国 130533198705145315
浙江德浩应用I程技术有

限公司
钢结构工程检测 上午 09∶ 00~1⒍ 00 3号楼 3喽

汤 u星 330719197911284814
杭州凌飞建设工程捡测有

限公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

坝刂
上午 0⒐00~10∶ 00 3号楼 3楼

徐华 42082119850720154X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
市政桥梁检测 H'卜  09∶ 00 ^ˇ  10∶ 00 3号楼 3楼

许丽佳 330411198708112811
浙江中岩工程技术研究有

限公司
地基基础工程检测 ~L午 0⒐00~10∶ 00 3号楼 3楼

8 杨岳斌 330106196608130418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室内环境呔量俭测 上午 09∶ 00¨ 1⒍ 00 3号楼 3偻

9 姚培栋 330425198106063811
浙江方圆俭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室内环境质鲎检测 ⒈∶⒈ 09∶ 00 `ˇ  10∶ 00 3号楼 3楼

晁亮 610125198708250076
浙江科正工程检测有限公

司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

狈刂
H午 09∶ 00~1000 3号楼 3楼

1 时瑞国 130533198705145315
浙江德浩应用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主体结构I程现场检

狈刂
⒈午 10∶30~1⒈ 30 3号楼 3搂

座位

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考试科 目

考试时间 (⒛” 年

7月 16日 周六 )

考场

座位

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考试科 日

考试时间 (⒛22年

7月 16日 周六 )

考场



附件⒉

考生个人健康申报及承诺书

本人己详尽阅读考试公告及疫情防控有关告知事项说明,了解本人健康证明

义务及考试防疫要求,自 愿遵守考试期间疫情防控管理有关规定。

本人承诺:本人符合本次考试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本人承诺:本人同意并且完全符合以上内容,如有虚假或隐瞒 ,自 愿承担相

关责任并接受处理。

自本人申报健康情况之 日至开考时,如上述填报信息发生变化,将及时进行

更新并主动向考点报告。

承诺人 :

承诺 日期 :

姓 名 座位号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1.本 人己申领并且是浙江
“
健康码

”
绿码。

2.本人未在考前 14天 内去过除本省外的有国内新增本土疫情情况的省份。

3.本人未去过本省疫情防控
“
封闭区、管控区和防范区

”
三类疫情防控区域。

4.本人无考前 28天的国 (境 )外旅居史经历。

5.本人提供的 茌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真实。

6.本人在考前 14天 内未有过发热 (37.3℃ 及以上 )、 干咳、乏力、咽痛或 腹泻等症状。

7.本人不是在隔离治疗中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既往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次密接者、应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者、不能进入公共场所者。



附件 3

机考考场纪律和注意事项

1、 考核开始前 30分钟,考核人员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按机位

号入座,不得擅自更换座位,否则按作弊处理。

2、 考核开始 30分钟后,考核人员均不得进入考场。

3、 考核人员应将本人随身物品存放在规定位置。

4、 进入考场时,可携带考核用笔、计算器,严禁携带电子设备、

考核相关资料等物品。

5、 进入考场时,必须关闭手机并装入信封内放在桌面上,如考核

过程中拿出手机按作弊处理。

6、 考核人员进入考场后,将身份证放在桌面上,供监考人员进行

身份核验。

7、 考核人员暂时离开考场,须经场内监考同意,返回考场时,须

再次接受身份核验。

8、 考核人员在考核过程中,如出现鼠标、键盘、显示屏幕故障等

情况,影响到正常答题时,应及时举手报告。

9、 考核开始 30分钟后方可离开考场,不得带走草稿纸,不得在考

场附近聚集、逗留、喧哗。

10、 考核结束指令发出后,考核人员应当立即停止答题。仍未完成

答题的,系 统将自动提交考核人员答题数据。

11、 考核人员在考核期间应当严格遵守考场纪律,维护考场秩序 ,

保持考场肃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