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

苏建科 E⒛14〕705号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全省工程勘察设计市

场动态核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设局 (委 ):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秩序,推 动行业诚信体系

建设,确 保勘察设计质量,根 据国家及省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要

求,我 省将大力加强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核查对象

持有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及设计施工一体化资质的本省单位及

在我省承接勘察设计业务的省外单位。重点核查以下单位:

1、新申请、升级、增项、延续资质的单位;

2、未通过省勘察设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上报相关信息的单位;



3、通过省勘察设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发现的人员不足的单位;

4、上级主管部门通报处理的单位;

5、业绩核查中有疑义的单位;

6、年度和单项工程资质核验中有疑义的省外单位;

7、通过市场检查或动态核查发现的涉嫌违法违规或存在问题的

单位;

8、群众举报的单位;

9、违反强条较多的单位;

10、未上报统计年报或季报的单位;

11、在我省设有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且分支机构管理较差的单

位等。

二、核查内容

1、被核查单位的资质现状是否符合相应的资质标准;

2、被核查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情况;

3、被核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情况、执行国家和地方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及勘察设计文件的规范性等。

三、核查程序

1、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有关单位进行核查时,应 当在

核查前不少于 2个 工作日向被核查单位以书面形式发出 《江苏省工

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通知书》(详见附件 1)。

2、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派 2名 以上行政执法人员

及专家在规定的核查工作日到达核查场所。核查人员与被核查单位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主动申请回避。

被核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工程勘

察、设计项目负责人以及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在办公经营场所或

规J定的核查场所配合核查。属于委托代理人的,核 查人员应先核实

其身份,并 留存授权委托书原件。

3、核查人员对被核查单位的资质状况、市场行为或质量状况等

进行核查。

4、核查人员根据核查的情况填写《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

态核查结果意见表》(详见附件 2)。核查人员、被核查单位法定代

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在核查表上签字确认。

除上述核查方式外,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可根据日常监管的

情况指定相关省辖市建设局 (委 )对 其行政区域内的有关工程勘察

设计单位进行核查,并 将核查意见及有关材料及时向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上报,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对核查意见及上述材料进行审查

(必要时现场核查 ),并 依法做出处理决定。

四、核查处理

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核 查结果为不合格:

1、被核查单位的资质现状不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

2、被核查单位及技术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3、被核查单位内部质量管理不完善的;

4、被核查单位未按照核查要求提供核查材料的;



5、被核查单位拒绝接受核查的。

对于资质现状不符合资质标准的单位,限 期三个月予以整改。

整改期结束后仍不符合资质标准的,由 资质审批部门撤回其相应资

质;对 于住房城乡建设部审批的资质,由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上报住

房城乡建设部处理。

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或技术人员,由 企业工商注册所

在地或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地省辖市、县 (市 )住 房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核查处理,并 将处理结果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对于内部质量管理不完善的、未按照核查要求提供核查材料、

拒绝接受核查的单位,限 期一个月内予以整改。整改期结束后仍不

符合要求的,本 省单位由省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回其 《江

苏省勘察设计企业诚信手册》(以下简称 《诚信手册》)及 出图专用

章,省外单位由项目所在地省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收回其《诚

信手册》并上交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对于上述核查不合格的单位,在 未完成整改前或对其作出处罚

前,不 予办理合同各案或资质核验,不 得参加评优等。

五、核查要求

1、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工程勘察设计市场

动态监管机制,加 强监督检查。各省辖市应对重点核查对象中的第

1、2、10、11类 单位每年核查不少于一次,对 其他单位应在发现问

题后及时核查。核查处理结果或建议应在核查后一个月内上报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

2、核查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进行核查,



对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理,不 得违反检查纪律:

3、各相关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积极配合核耷工作,对存在的

问题及时整改,不 断提高勘察设计水平。

附件:1、 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通知书

2、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结果意见表

ζ〔I·!l砀a》

抄 送:江 苏省勘察设计协会



附件 ⒈

编号:

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通知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293号 )、《建设土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

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60号 )1《建

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63号 )等 的有关规定,我

单位将派核查人员对你单位进行资质条件/市场行为/质量状况动态

核查,请 予配合。为保证此次现场核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请 你单位

的

l- 年  月  日  时 到 配合

核查,并 按照附表的要求提供有关资料。

特此通知。

(印 章 )

年 月  日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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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所需资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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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清单

核查所需的材

*斗 (女日雩旱昙冥, 贝刂

打
“√”

;如 不

需要,则 空)

备注

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检查申报

表

通过江苏省勘察设

计行业管理信息系

统中的市场检查模

块产生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彳
叶

3

5

6

与受检业务范围相对应的企业勘察

设计资质证书正、副本

企业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毕业证

书、职称证书 (或注册执业证书)、

任职文件、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及其

《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执业人员除

夕卜)的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证书、

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及其 《专业技术

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省外单位提供参加

项目的专业技术人

员的身份证、毕业

证书、职称证书、

劳动合同和社保证

明

注册执业人员身份证、社保证明、加

盖执业印章的注册执业证书复印件

省外单位提供参加

项目的注册执业人

员身份证、社保证

明、加盖执业印章

的注册执业证书复

印件



~
 
~

8

 

∷

 

9

技术工人的身份证、考核或培训合格

证书、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

受检项目的施工图审查意见书及审

查合格书

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12

13

】5

16

与质量保证体系相关的材料

主要技术装各购置发票

固定办公场所证明 (自有的:提 供产

权证;租 用的:提 供出租方产权证及

租用合同 (协议 ))

《江苏省勘察设计企业诚信手册》

近 2年 来企业承接的项目清单(含竣

工和正在进行的)

受检项目的勘察设计合同

经项目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通过的《江苏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合同各案表》

受检项目的设计文件或勘察成果报

/lェ
口

省外单位提供经项

目所在地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审核通过

的单项工程资质核

验申请表

注:以 上材料未注明复印件的,均 为原件。



附件 2∶

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结果意见表 (用于本省单位)

核查时间: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资质证书级

别和范围
联系电话

一、资质状况:
1、注册资本:□ 符合标准 □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2、技术负责人情况:□ 符合标准 □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3、注册人员情况:□ 符合标准 □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4、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注册人员除外)情 况:□ 符合标准 □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5、技术装各及管理水平:□ 符合标准 □ 不符合标准及原因:

二、市场及质量行为:
1、有无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的情况:

凵无 □有及依据:

2、有无采用无证或超越资质和业务范围等不正当手段承揽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3、有无将承揽的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情况:
凵无 □有及依据:

4、有无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图签、图章或以挂靠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
接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5、有无伪造、涂改资质证书、注册证书或注册执业印章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6、有无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私人挂靠、私下组织或参与承接勘察设计业务活动
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7、有无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执业人员同时受聘于两个及以上单位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8、有无注册执业人员出借、转让、出卖执业资格证书、执业印章,或 私自为其他单位设
计项目签字、盖章的,或 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执业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9、有无勘察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勘察成果资料或设计单位及其注
册执业人员无勘察报告或未按照审查批准的勘察报告进行设计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10、有无勘察、设计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11、有无勘察设计文件没有责任人签字或者签字不全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12、有无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13、有无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核查结论意见: 被检单位对核查结果的意见:

核查组人员: 被检单位负责人 (或委托代理人》

注:此 表按实际核查情况填写,一 式三份 (被检单位留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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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程勘察设计市场动态核查结果意见表 (用于省外单位)

核查时间:

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资质证书级别和
范围

驻苏负责人

市场及质量行为情况:
l、有无采用无证或超越资质和业务范围等不正当手段承揽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无 □有及依据:

2、有无将承揽的勘察、设计业务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情况:
[冂无 □有及依据:

3、有无出借、转让、出卖资质证书、图签、图章或以挂靠方式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接
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凵无 □有及依据:

4、有无伪造、涂改资质证书、注册执业证书或注册执业印章的情况:
「l无 □有及依据:

5、有无私下拉人从事勘察设计业务的情况:
凵无 □有及依据: ∪

6、有无勘察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弄虚作假、提供虚假勘察成果资料或设计单位及其注册
执业人员无勘察报告或未按照审查批准的勘察报告进行设计的情况:

凵无 □有及依据:

/、有无勘察、设计单位及其注册执业人员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冂无 □有及依据:



8、 伯开刂勘察设计文件没有责任人签字或者签字不全的情况:
H尢 □有及依据:

9、仃无注册执业人员未按照规定在勘察设计文件上签字的情况:
H尢 □有及依据:

lθ、有无未办理资质核验的情况:
H尢 □有及依据:

11、有尤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
H尤 |刁有及依据:

核伶细人讠1(签 字)∶

一式三份 (被检单位留一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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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单位对核查结果的意见:

被检单位驻苏负责人(签字)∶

冫F∶ 此表按实际核查情况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