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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7号）作如下修改： 

 将第九条第二项修改为：“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个别文字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

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2018年5月17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根据2019年11月28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的资质管理，

规范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秩序，保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质

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取得及监督管

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从事公路、水运工程监理活动，应当按照本规

定取得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后方可开展相应的监理

业务。 

第四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

资质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工作，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



质量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

业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资质等级和从业范围 

 

第五条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按专业划分为公

路工程和水运工程两个专业。 

公路工程专业监理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等级

和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特殊独立隧道专项、公路机电工程专

项；水运工程专业监理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个等级

和水运机电工程专项。 

第六条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按照其取得的资

质等级在下列业务范围内开展监理业务： 

（一）取得公路工程专业甲级监理资质，可在全国范围

内从事一、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项目的

监理业务； 

（二）取得公路工程专业乙级监理资质，可在全国范围

内从事二、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项目的监理

业务； 

（三）取得公路工程专业丙级监理资质，可在企业所在

地的省级行政区域内从事三类公路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

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四）取得公路工程专业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监理资质，

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特殊独立大桥项目的监理业务； 

（五）取得公路工程专业特殊独立隧道专项监理资质，

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特殊独立隧道项目的监理业务； 

（六）取得公路工程专业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

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各等级公路、桥梁、隧道工程通讯、监

控、收费等机电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七）取得水运工程专业甲级监理资质，可在全国范围

内从事大、中、小型水运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八）取得水运工程专业乙级监理资质，可在全国范围

内从事中、小型水运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九）取得水运工程专业丙级监理资质，可在企业所在

地的省级行政区域内从事小型水运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十）取得水运工程专业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

可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水运机电工程项目的监理业务。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业务的分级标准见本规定附件3。 

 

第三章 申请与许可 

 

第七条  申请公路、水运工程监理资质的企业，应当具

备本规定附件1、附件2规定的相应资质条件。 

第八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公路工程专业甲级、乙级监理



资质，公路工程专业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特殊独立隧道专项、

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的行政许可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公

路工程专业丙级监理资质，水运工程专业甲级、乙级、丙级

监理资质，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的行政许可工作。 

第九条  申请人申请公路、水运工程监理资质应当向第

八条规定的许可机关提交下列申请材料或信息： 

（一）《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 

（二）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企业章程和制度； 

（四）监理工程师和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名单； 

（五）企业、人员从业业绩清单； 

（六）主要试验检测仪器和设备清单。 

申请人应当按照规定，将人员、业绩、仪器设备等情况，

录入全国或者省级交通运输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 

全国或者省级交通运输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申请人应当如实向许可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

情况，并对其提交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  属于交通运输部受理的申请，申请人在向交通

运输部提交申请材料的同时，应当向企业注册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副本。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自

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出审查意见报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自收到申请人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准予许可的，颁发相应的《监

理资质证书》；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第十一条  属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受理的申请，申请人应当向企业注册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交本规定第九条规

定的申请材料或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自收到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二十日内作

出行政许可决定。准予许可的，颁发相应的《监理资质证书》，

并在三十日内向交通运输部报备；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许可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过程中可

以聘请专家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并且将评审结果向社会公

示。 

专家评审的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但应当将专

家评审需要的时间告知申请人。专家评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

过六十日。 



第十三条  许可机关聘请的评审专家应当从其建立的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专家库中选定。 

选择专家应当符合回避的要求；参与评审的专家应当履

行公正评审、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的义务。 

第十四条  许可机关在许可过程中需要核查申请人有

关条件的，可以对申请人的有关情况进行实地核查，申请人

应当配合。 

第十五条  许可机关作出的准予许可决定，应当向社会

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第十六条  《监理资质证书》有效期限为四年。 

第十七条  《监理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企业拟继续

从事监理业务的，应当在《监理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六十

日前，向原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资质申请，提交《公路水运工

程监理企业延续资质申请表》，并按照资质延续的相关要求

提交材料。 

第十八条  许可机关对提出延续资质申请企业的各项

条件进行审查，自收到企业资质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

否准予延续许可的决定。对符合资质延续条件的企业，许可

机关准予资质延续四年。 

第十九条  监理企业在领取新的资质证书时，应当将原

资质证书交回原许可机关。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监理企业应当依法、依合同对公路、水运工

程建设项目实施监理。 

第二十一条  监理企业和各有关机构必须如实填写《项

目监理评定书》。《项目监理评定书》的格式由交通运输部规

定。 

第二十二条  监理企业资质实行定期检验制度，每两年

检验一次。 

定期检验的内容是检查监理企业现状与资质等级条件

的符合程度以及监理企业在检验期内的业绩情况。 

第二十三条  申请定期检验的企业应当在其资质证书

使用期满两年前三十日内向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并

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检验表》； 

（二）本检验期内的《项目监理评定书》。 

第二十四条  监理企业的定期检验工作由作出许可决

定的许可机关或者委托其所属的质量监督机构负责。 

负责检验的许可机关或者质量监督机构应当自收到完

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二十日内作出定期检验结论。 

第二十五条  对定期检验合格的监理企业，由原许可机

关或者质量监督机构在其《监理资质证书》上签署意见并盖



章。 

对定期检验不合格的监理企业，原许可机关或者质量监

督机构应当责令其在六个月内进行整改。整改期满仍不能达

到规定条件的，由原许可机关对其予以降低资质等级或者撤

销对其的资质许可。 

第二十六条  监理企业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申请资质定

期检验的，其资质证书失效。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理企业应当及时向

许可机关交回资质证书，许可机关应当注销其监理资质： 

（一）未按照规定期限申请资质延续的； 

（二）企业依法终止的； 

（三）资质被依法撤销、撤回或者资质证书依法被吊销

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资质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监理企业遗失《监理资质证书》，应当在

公开媒体和许可机关指定的网站上声明作废，并到原许可机

关办理补证手续。 

第二十九条  监理企业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一

般事项变更，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后十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

请签注变更。 

监理企业发生合并、分立、重组、改制等重大事项变更，

应当在变更事项发生后十日内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变更,由原



许可机关重新核定企业资质等级。  

第三十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

应当加强对监理企业以及监理现场工作的监督检查，有关单

位应当配合。 

第三十一条  交通运输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职权有权对利害关系人的举报进

行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应当配合。 

第三十二条  监理企业违反本规定，由交通运输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建设

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第三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资质许可

和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严重失

职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监理企业的《监理资质证书》由许可机关

按照交通运输部规定的统一格式印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副本与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2004年6

月30日以交通部令2004年第5号发布的《公路水运工程监理



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4年4月9日以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

第7号发布的《关于修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的决定》、2015年5月12日以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4

号发布的《关于修改〈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的决定》同时废止。 

 

 
 
 

 

 

 

 

 

 

 

 

 

 

 

 

 

 

 



附件 1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等级条件 
 

一、公路工程 

（一）甲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有 2 人具有公路或者相

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10 年以上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工程

工作经历，5 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监

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50 人。

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不少于 30 人，工程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不少于 10 人；高、中级经济师，

高、中级会计师或者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3 人。上述各类人员

中，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企业具有公路工程乙级监理资质，且具备不少于 5 项二

类企业监理业绩，其中桥梁、隧道类业绩不超过 2 项。持监

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不少于 9 人具有 2 项一类工程监理业

绩，不少于 3 人具有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经历；上述人员与

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 

    企业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路基路面、



桥隧结构、试验检测、工程地质、工程经济、合同管理等专

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路基路面等工程试验检测设备和测量

放样等仪器，具备建立工地试验室条件（见附件 2）。 

    3.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一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6.甲级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2、3 项条件，

并符合下列要求，但第 1 项条件中的企业业绩、监理工程师

的个人业绩和经历不再考核：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2 项一类业绩，

或者同时具备 1 项一类和 2 项二类工程业绩。 

（2）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二）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有 2 人具有公路或者相

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8 年以上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工程

工作经历，3 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监



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

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不少于 18 人，工程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不少于 5 人，经济师、会计师或者

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 3 年

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 9 人具有 2 项二类

及以上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 3 人具有高级驻地监理工程师

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不

具备前述监理工程师个人业绩及经历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

者视为符合条件：监理企业具备不少于 5 项三类工程业绩。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路基路面、桥隧

结构、试验检测、工程地质、工程经济、合同管理等专业人

员。 

    2.企业拥有材料、路基路面等工程试验检测设备和测量

放样等仪器，具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 2）。 

    3.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一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6.乙级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2、3 项条件，

并符合下列要求，但第 1 项条件中的企业业绩、监理工程师

的个人业绩和经历不再考核：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2 项二类业绩，

或者同时具备 1 项二类和 2 项三类工程业绩。 

    （2）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三）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有 2 人具有公路或者相

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5 年以上从事公路、桥梁、隧道工程

工作经历，2 年以上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监

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0 人。

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数不少于 8 人，工程系列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不少于 3 人，经济师、会计师或者造

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 3 年以

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 3 人具有 2 项三类

及以上工程监理业绩，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

不少于 3 年。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路基路面、桥隧



结构、试验检测、工程地质、工程经济、合同管理等专业人

员。 

    2.企业拥有必要的试验检测设备和测量放样仪器（见附

件 2）。 

    3.企业拥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丙级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本条第 1、2、3、4 项条件。 

    （四）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已取得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 

    2.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有不少于 20 人具有特大桥

监理业绩，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

不具备本条前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

件：监理企业具有 4 项以上特大桥监理业绩。 

    3.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4.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5.特殊独立大桥专项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

项条件，并符合下列要求：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1 项特殊独立大桥或

者 2 项特大桥工程业绩。 

   （2）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五）特殊独立隧道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已取得公路工程甲级监理资质。 

    2.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有不少于 20 人具有特长隧

道监理业绩，有不少于 10 人是隧道专业监理工程师，上述

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不具备本条前

述条件，但具备以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本条条件：监理企业具

有 2 项以上特长隧道监理业绩。 

    3.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4.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5.特殊独立隧道专项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

项条件，并符合下列要求：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1 项特殊独立隧道或

者 2 项长隧道工程业绩。 

   （2）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六）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中至少 2 人以上具有机电专业

高级技术职称，8 年以上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5 年以上

监理或者建设管理工作经历，已取得公路机电专业监理工程

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

其中，持公路机电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数不少于 15

人，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数不少于 10 人，经济师、会计师

或者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持监理工程师证书人员中，不少于 8 人具有公路机电工

程监理业绩，以上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 

    2.企业拥有公路机电工程所需的常用试验检测设备（见

附件 2）。 

    3.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一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6.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

2、3 项条件，并符合下列要求，但第 1 项条件中的监理工程

师的个人业绩和经历不再考核：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2 项公路机电工程业

绩。 

   （2）最近两期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二、水运工程 

    （一）甲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 1 人具备 10 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

的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15 年

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大型水运工程项目的总监

工作，具有水运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

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40 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25 人，

取得港口、航道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8 人，

工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 10 人，经济师、会

计师或者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

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企业需具有水运工程乙级监理资质，且具备不少于 5 项



中型水运工程监理业绩。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中，不

少于 9 人具有大型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 3 人具有大型工程

监理项目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

不少于 3 年。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港口、航道、工

民建、测量、试验检测、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土工等工程试验仪器和检测设备，具

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 2）。 

    3.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一期水运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6.甲级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2、3 项条件，

并符合下列要求，但第 1 项条件中的企业业绩、监理工程师

的个人业绩和经历不再考核：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2 项大型水运工

程业绩，或者同时具备 1 项大型水运工程业绩和 2 项中型水

运工程业绩。 

    （2）最近两期水运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二）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 1 人具有 8 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

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10 年以

上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中型水运工程项目的总监工

作，具有水运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监理工程师资

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30 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5 人，

取得港口、航道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

工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 5 人，经济师、会计

师或者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1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

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 5 人具有中型

水运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 2 人具有中型水运工程监理项目

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不具备前述监理工程师个人业绩及经历条件，但具备以

下条件者视为符合条件：具备 5 项以上小型水运工程业绩。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港口、航道、工

民建、测量、试验检测、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材料、土工等工程试验仪器和检测设备，具

有建立工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 2）。 



    3.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一期水运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6.乙级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2、3 项条件，

并符合下列要求，但第 1 项条件中的企业业绩、监理工程师

的个人业绩和经历不再考核：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2 项中型水运工

程业绩，或者同时具备 1 项中型水运工程业绩和 2 项小型水

运工程业绩。 

    （2）最近两期水运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三）丙级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 1 人具有 5 年以上水运工程建设的

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8 年以上

水运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小型水运工程项目的总监工

作，具有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8 人，工



程系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 3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

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中，不少于 3 人具有小型

水运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 2 人具有小型水运工程监理项目

负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 

    2.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3.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4.丙级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本条第 1、2、3 项条件。 

    （四）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条件  

    1.人员、业绩和人员结构条件 

    企业负责人中至少有 1 人具备 10 年以上水运机电工程

建设的经历，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15

年以上水运机电工程建设的经历，承担过水运机电工程项目

的总监工作，具有水运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和水运机

电监理工程师资格。 

    企业拥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25 人。其中，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5 人，

取得机电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少于 10 人，工程系

列高级技术专业职称人数不少于 10 人，经济师、会计师或



者造价工程师不少于 2 人。上述各类人员中，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不低于 70%。 

    持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人员中，不少于 8 人具有水运机

电工程监理业绩，不少于 3 人具有水运机电工程监理项目负

责人经历，上述人员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少于 3 年。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合理。主要包括机电、测量、试

验检测、合同管理等专业人员。 

    2.企业拥有机电工程试验仪器和检测设备，具有建立工

地试验室的条件（见附件 2）。 

    3.企业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组织体系。 

    4.企业作为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当事人，已经有关主管部

门认定无责任，或者虽受到有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但处罚

实施已满 1 年。  

    5.企业信誉良好。最近一期水运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

评价等级不低于 A 级。 

6.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延续，应当满足上述第 1、

2、3 项条件，并符合下列要求，但第 1 项条件中的监理工程

师的个人业绩和经历不再考核： 

    （1）原资质有效期内，监理企业具备 2 项水运机电工

程业绩。 

（2）最近两期水运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 B

级以上（含 B 级）。 



 

    说明： 

    1.信用评价结果。最近一期无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

采用其上一年度结果；无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可采用

省级信用评价结果；无省级信用评价结果且未发现严重不良

行为的，可视为信誉良好。 

    2.监理工程师。指在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中完成监理工程师岗位登记的人员。 

    3.人员监理业绩。指在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中登记且已完工的个人监理业绩。 

    4.企业监理业绩。新申请资质的，指近 10 年内竣（交）

工的工程业绩；延续资质的，包括在建和竣（交）工的工程

业绩。其中三级（含）以上公路、独立招标的特大桥、大桥、

特长隧道、长隧道、中隧道、公路机电工程等须在公路建设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完成业绩登记；水运工程业绩应当

在水运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完成业绩登记。 

 



附件 2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基本试验检测能力

或仪器设备配备标准 

 

一、公路工程 

  （一）甲级监理资质 

  1.土工试验（筛分、密度、含水量、塑液限、击实） 

  2.石灰试验（有效钙镁含量） 

  3.水泥混凝土（塌落度、抗压强度、抗折强度）、砂浆

强度试验、配合比设计 

  4.沥青指标试验（针入度、延度、软化点） 

  5.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6.路面基层材料试验（击实、无侧限抗压强度、灰剂量、

配合比设计） 

  7.路基、路面、构造物几何尺寸检测 

  8.路基路面检测（压实度、厚度、平整度、弯沉、路面

构造深度、摩擦系数） 

  9.砌石工程常规试验检测  

  10.钢材、焊接试验 

  11.测量设备（经纬仪、水准仪、测距仪、全站仪） 

  （二）乙级监理资质 

  1.土工试验（筛分、密度、含水量、塑液限、击实） 



  2.石灰试验（有效钙镁含量） 

  3.水泥混凝土（塌落度、抗压强度、抗折强度）、砂浆

强度试验、配合比设计 

  4.沥青指标试验（针入度、延度、软化点） 

  5.路面基层材料试验（击实、无侧限抗压强度、灰剂量、

配合比设计） 

  6.路基、路面、构造物几何尺寸检测 

  7.路基路面检测（压实度、厚度、平整度、弯沉、路面

构造深度、摩擦系数） 

  8.砌石工程常规试验检测 

  9.钢材、焊接试验 

  10.测量设备（经纬仪、水准仪、测距仪） 

  （三）丙级监理资质 

  1.土工试验（筛分、密度、含水量、塑液限、击实） 

  2.石灰试验（有效钙镁含量） 

  3.水泥混凝土（塌落度）、砂浆强度试验、配合比设计 

4.路基、路面、构造物几何尺寸检测 

  5.路基路面（压实度、厚度、平整度、摩擦系数） 

  6.砌石工程常规试验检测 

  7.测量设备（经纬仪、水准仪） 

  （四）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 

  1.光功率计/光源 

  2.光时域反射仪 

  3.误码仪 



  4.音频信号发生器 

  5.SDH 综合测试仪 

  6.音频性能分析仪 

  7.声压计 

  8.数据通信测试分析仪 

  9.PCM 综合测试仪 

  10.综合布线认证分析仪 

  11.计算机网络分析仪 

  12.秒表 

  13.低速数据测试仪 

  14.脉冲数字线路故障测试器 

  15.视频分析仪/信号源 

  16.色彩色差计 

  17.雷达测速器 

  18.数字式功率计 

  19.风速仪 

  20.闭路电视测试仪 

  21.远红外线湿度测试仪 

  22.轻便气象综合测试仪 

  23.交流电源分析仪 

  24.绝缘电阻测试仪 

  25.耐压强度测试仪 

  26.数字式地阻仪 

  27.直流高压发生器 



  28.钳流表 

  29.照度测试仪 

  30.经纬仪 

  31.亮度计 

  32.电缆故障测试仪 

  33.焊口探伤仪 

  34.数字万用表 

  35.数显卡尺 

  36.材料阻燃性能分析仪 

  37.RCL 测试仪 

  38.逆反射系数测定仪 

  39.双臂电桥 

  40.电子涂层测厚仪 

  41.超声波测厚仪 

  42.数字存储示波器 

  二、水运工程 

  （一）甲级监理资质 

  1.测量（经纬仪、水准仪、测距仪、全站仪） 

  2.砂试验（筛分、含泥量、泥块含量、密度） 

  3.石试验（筛分、含泥量、泥块含量、密度、压碎指标） 

4.混凝土、砂浆试验（配合比设计、稠度、强度） 

  5.钢筋试验（钢筋力学和工艺性能、焊接接头机械性能） 

6.土工试验（筛分、密度、含水率、强度） 

  7.非破损检测 



  （二）乙级监理资质 

  1.测量（经纬仪、水准仪、测距仪） 

  2.砂试验（筛分、含泥量、泥块含量、密度） 

  3.石试验（筛分、含泥量、泥块含量、密度、压碎指标） 

4.混凝土、砂浆试验（配合比设计、稠度、强度） 

  5.土工试验（筛分、密度、含水量、击实） 

  6.非破损检测 

  （三）水运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 

  1.经纬仪、水准仪、测距仪 

  2.拉压力传感器 

  3.荷重传感器 

  4.手持数字转速表 

  5.数字多用表 

  6.数字钳形表 

  7.绝缘电阻表 

  8.照度计 

  9.超声波测厚仪 

  10.超声波探测仪 

  11.超声波涂层测厚仪 

  12.尺寸检测量具 

  13.红外式温度计 

  14.接地电阻测试仪 

  15.噪声计 

  16.水平仪 



  17.风速仪 
 



附件 3 

 

一、公路工程分级标准 
表 1 

 一类 二类 三类 

1.公路工程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路基工程

及一级公路 
一级公路路基工程及二级以下

各级公路 
2.桥梁工程 特大桥 大桥、中桥 小桥、涵洞 
3.隧道工程 特长隧道、长隧道 中隧道 短隧道 
 

表 2 

1.特殊独立大桥 
主跨 250 米以上钢筋混凝土拱桥、单跨 250 米以上预应力混凝土

连续结构、400 米以上斜拉桥、800 米以上悬索桥等结构复杂的

独立特大桥项目 
2.特殊独立隧道 大于 3000 米的独立特长隧道项目 
3.公路机电工程 通讯、监控、收费等机电工程 
   
注: 1. 本标准使用术语含义与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规定一致。 

2. 一、二、三类分级标准中含配套的交通安全设施、环保工程和沿线附属设施;不含各专   
项内容。 

 

二、水运工程分级标准 
    
序号 建设项目 计量单位 大型 中型 小型 

1 
沿海港口工

程 

集装箱、件杂、

多用途等 
吨级 ≥20000 10000～20000 <10000 

散货、原油 吨级 ≥30000 10000～30000 <10000 
2 内河港口工程 吨级 ≥1000 300～1000 <300 
3 通航建筑与整治工程 吨级 ≥1000 300～1000 <300 

4 航道工程 
沿海 吨级 ≥30000 10000～30000 <10000 
内河 吨级 ≥1000 300～1000 <300 

5 
修造船水工

工程 
船坞 船舶吨级 ≥10000 3000～10000 <3000 
船台、滑道 船体重量 ≥5000 1000～5000 <1000 

6 防波堤、导流堤等水工工程 
最大水深（米） 
 ≥6 <6  

7 
其它水运工

程项目 

沿海 
受监的建安工

程费（万元） 
≥6000 2000～6000 <2000 

内河 
受监的建安工

程费（万元） 
≥4000 1000～4000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