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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文〔2019〕106号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注册建造师等执业人员“挂证” 

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全面排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建设局，各建筑企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

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

知》（建办市〔2018〕57号）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的补充通知》（建办市函〔2019〕92号）要求，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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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省住建厅《全省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及造价

工程师等执业人员“挂证”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工作方案》，

制定《郑州市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及造价工程

师等执业人员“挂证”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工作方案》。 

 

附件：郑州市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及造价

工程师等执业人员“挂证”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工

作方案 

 

 

 

2019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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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郑州市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         
监理工程师及造价工程师等执业人员“挂证”违

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工作方案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建

办市〔2018〕57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工程建

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工作的补充通知》（建办市函〔2019〕92号）和《全省工程建设

领域注册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及造价工程师等执业人员“挂证”

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工作方案》工作安排要求，自 2019年 5

月至 8月底全市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等执业人员“挂证”违

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进入全面排查阶段，特制定本阶段工作

方案。 

一、工作内容 

在自查自纠基础上，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反馈的注册人员社会保险核查异常数据为线索，结合其实际注

册、执业情况，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工作，对涉及线索进行异常、

不认定“挂证”标注，并对涉及的注册人员挂证及其承建项目到岗

履职等情况进行重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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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任务 

（一）强制注销的办理。省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对上述注册人

员或注册单位一方能够提交注销申请及其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

明、劳动仲裁、司法判决等材料的，直接办理注册人员强制注销

手续。 

（二）注册状态异常标注。市城乡建设局相关处室对注册异

常人员和企业信息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管理系

统”进行标注。注册单位或注册人员一方申请将相关人员列为注

册状态异常，且无法提交解除劳动合同书面证明、劳动仲裁、司

法判决等材料的，可向市城乡建设局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

请工作截止 7 月底前完成。办理指南见附件 1。 

（三）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市城乡建设局相关处室

对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进行审核及确认标注，标注途径同上。

注册人员或注册单位可向市城乡建设局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和递交相关证明材料。相关书面证明材料，由相关主管部门保存

2 年。申请工作截止 7 月底前完成。办理指南见附件 1，相关证

明材料参考见附件 2。 

（四）重点核查。各地相关主管部门对使用被标注为注册状

态异常或在挂证线索名单中人员参与工程投标的，有关单位应当

要求其本人到场；申请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关部门

重点进行核查；对于正在担任工程建设项目相关负责人的，相关

主管部门对其工程现场进行重点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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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分工。建管处负责注册建造师及注册监理工程师

“挂证”行为排查工作；设计处负责注册造价工程师等“挂证”行为

排查工作。 

各县（市、区）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注册地在本

行政区域内施工、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等企业的建造师、

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挂证”行为排查工作；负责对“挂证”排

查工作的宣传，确保本地区企业充分了解“挂证”排查要求，把握

机会主动整改；负责对“挂证”行为举报投诉线索的调查核实及处

理。 

（二）切实做好重点排查工作。各相关单位和部门按照上述

分工，遵循“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认真开

展工作，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做好线索信息排查、标注工作，

直至“执业人员挂证线索”清零。 

（三）依法依规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对拒不整改的注册人员

或企业，按照职责分工，各主管部门依职权或提请上级注册许可

机关依法依规撤销其注册许可，依法依规对企业或个人进行处理。 

（四）按时报送报表。各县（市、区）建设局自 2019 年 6

月起，于每月 1 日前对口向市城乡建设局各处室报送上月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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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情况处

理汇总表》（见附件 3）,建管处、设计处按照省厅方案要求每月 2

日向省厅报送汇总表。 

（五）加强工作沟通。工作开展期间，加强沟通联系，反馈

有关信息，及时解决有关问题和矛盾。 

建管处：詹坤，67188921，邮箱 zzscjjjgc@163.com. 

设计处：李晓辉，67188922，zzjwsj@163.com. 

 

附件：1. 注册状态标注办理指南； 

2. “挂证”材料参考目录； 

3.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

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 

 

 

 

2019年 5月 22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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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状态标注办理指南 
 

    一、申请材料 

   （一）注册状态异常标注申请 

    1.《注册状态异常标注申请》（见附表 1、2）； 

2. 个人申请的，提交个人身份证扫描件及手签名； 

3. 注册单位申请的，提交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法人代表

手签名。 

（二）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 

    1.《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申请》（见附表 3、4）； 

    2. 个人申请的，提交个人身份证扫描件及手签名； 

3. 注册单位申请的，提交单位营业执照扫描件及法人代表

手签名。 

二、办理方式 

登陆“河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执业人员挂证线

索”，进行实名注册后，进行申请。申请后，将上传的相关证明

材料（书面）交所在地主管部门保存。    
附件：1.《注册状态异常标记申请（个人申请）》； 

2.《注册状态异常标记申请（单位申请）》； 

3.《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申请（个人申请）》； 

4.《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申请（单位申请）》。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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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状态异常标记申请 
（个人申请） 

 

    本人         ，身份证号码：              ，注册类型

为：      ，注册单位为：             ，注册编

号：           。本人已与注册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不能

提供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劳动争议仲裁书、民事判决书等

证明资料，现本人按照建办市函〔2019〕92 号文件第三款规定，

申请将本人注册信息标记为注册状态异常，请予批准。 

本人承诺，本人陈述的信息及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效。

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身份证） 

 

 

申请人（指印）： 

                                 年   月   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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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状态异常标记申请 
（企业申请） 

 

我公司                   （法定代表人：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在我公司的下列人

员与我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不能提供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证明、劳动争议仲裁书、民事判决书等证明资料。现我公司按照

建办市函〔2019〕92 号文件第三款规定，申请将其注册信息标

记为注册状态异常，请予批准。 

我公司承诺，我公司陈述的信息及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

效。如有虚假，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注册人员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注册类型 注册编号 

    

    
（营业执照）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名（捺印）：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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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申请 
（个人申请） 

 

    本人         ，身份证号码：              ，注册类型

为：      ，注册单位为：             ，注册编

号：           。现本人根据建办市函〔2019〕92 号文件第一

款规定，现申请按“不认定为挂证”的第  类情形予以认定，请予

以核定。 

本人承诺，本人陈述的信息及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效。

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身份证） 

 

 

申请人（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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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不认定“挂证”人员信息标注申请 
（企业申请） 

 

我公司                   （法定代表人：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在我公司的下列人

员实际在我公司工作，但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与我公司不一致，根

据建办市函〔2019〕92 号文件第一款规定，现申请按“不认定为

挂证”的第  类情形予以认定，请予以核定。 

我公司承诺，我公司陈述的信息及提供的一切资料均真实有

效。如有虚假，我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注册人员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注册类型 注册编号 申请认定情形类型 

     

     

（营业执照） 

 

                        申请单位（盖章）： 

经办人签名（捺印）：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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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挂证”材料参考目录 
类  型 情况说明 上传证明材料 

住建部建办市函

〔2019〕92 号文规

定的不认定“挂证”6

种类型 

1.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式退休和

依法提前退休的 

①正常退休：提供退休证或单位退休证明。                                                             

②依法提前退休：提供注册人员的《退休证》或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                                                                       

③注册证书有效期内返聘：提供单位退休后返聘证明。                                                   

④档案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符的退休人员：身份证年龄未退休，档案年龄已达到退休年龄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或社会

保险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 

 

2.因事业单位改制等原因保留事

业单位身份，实际工作单位为所

在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社会保险

由该事业单位缴纳的 

①事业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注册人员在该企业工作，社会保险由事业单位统一缴纳的人事关系证明。                                                                    

②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③社保缴纳证明。 

 

3.属于大专院校所属勘察设计、工

程监理、工程造价单位聘请的本

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社会保

险由所在院校缴纳的 

①大专院校人事部门出具的注册人员为本校在职教师或科研人员并在该企业工作，社会保险由大专院校统一缴纳的人事关系

证明。                                                                                  

②企业国有产权登记表。                                                                            

③社保缴纳证明。    

 4.属于军队自主择业人员的 
①原部队组织人事部门颁发的《军官转业证书》。                                                          

②本省或外省市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注册人员在现人事档案接收部门参保缴费记录。                        

③退役军人事务管理部门出具的无挂证行为证明。 

 
5.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买断社

会保险的 
①买断社会保险协议书。                                                                              

②社保缴纳证明。 

 
6.有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依据的其

他情形 
提供相关文件证明材料。 

社保不一致 1.注册单位与社保不一致，已整改①注册单位注销的，提供解聘资料和网上注册证书查询方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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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②停止社保的，注册单位提供购买社保证明、网上注册证书查询方式截图、停止社保的证明（说明）材料。 

 2.单位名称变更 
①社保缴纳证明。          

②营业执照扫描件。           

③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核准变更通知书》。 

 3.单位下属无独立法人分公司 
①社保缴纳证明。        

②成立分公司文件或批文。            

③营业执照扫描件。 

无社保 1.15 位身份证号码，无匹配 提供身份证扫描件。 

 2.社保身份证号码变更 提供身份证扫描件、社保证明。 

 3.退休 

①正常退休：提供退休证或单位退休证明。                                                             

②依法提前退休：提供注册人员的《退休证》或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                                                                       

③注册证书有效期内返聘：提供单位退休后返聘证明。                                                   

④档案年龄与身份证年龄不符的退休人员：身份证年龄未退休，档案年龄已达到退休年龄退休人员 ，提供《退休证》或社会

保险机构出具的《基本养老金核定表》。 

 4.死亡 
①医院或者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扫描件，或社保系统死亡待遇核定表扫描件。                                                                            

②退休后死亡按退休人员办理。                                                                      

③确找不到家属提供资料的，由企业书面提出申请，说明情况，承诺情况真实。 

 5.信息有误 提供身份证扫描件、社保证明。 

多家社保                

(多重注册) 

1.多家单位同时购买多重社保（一

本注册证书同时多家单位购买社

保） 

①提供与注册证书相符单位社保证明和其他家单位的社保系统停保截图。如其他单位不配合，由个人提交书面保证材料扫描

件。                                                                                               

②网上注册证书查询方式截图。 

 

2.多家单位同时购买多重社保 

（多本证书同时分给多家单位使

用并购买多家社保） 

①提供与注册证书相符单位社保证明和其他家单位的社保系统停保截图。必须全部注册证书注册在统一单位并在同一家单位

购买社保。如其他单位不配合，由个人提交书面保证材料、承诺书扫描件。                                                                    

②网上注册证书查询方式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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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情况处理汇总表 

 

部门：（加盖单位印章）                                      申报时间： 

专业技术人员 买卖租借证书单位 中介机构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证书编号 

职业资

格类别 
注册

单位 
实际工

作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信

用代码 
单位名称 

统一信

用代码 

违法违规行为 处理结果 备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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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3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