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渝交便函〔2019〕1396 号 

 
重庆市交通局关于 

开展 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 
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做好 2019 年度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

（职水函〔2019〕249 号）要求，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

测专业技术人员重庆考区职业资格考试将于 2019 年 11 月 16 日

至 17 日举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时间、级别和科目 

时间 
 
级别 

11 月 16 日 11 月 17 日 

上午 
10:00-12:00 

下午 
14:30-17:00 

上午 
9:30-12:00 

下午 
14:30-17:00 

助理试验

检测师 
公共基础 道路工程 

桥梁隧道工程 交通工程 

水运结构与地基 水运材料 

试验    

检测师 
公共基础 道路工程 

桥梁隧道工程 交通工程 

水运结构与地基 水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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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考条件 

报考公路水运工程助理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师的人员应符

合《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规定》（人

社部发〔2015〕59 号）第十一、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报名条件

有关内容说明如下： 

（一）学历学位。报名条件中有关学历和学位的要求是指国

家教育部承认的正规学历和学位。 

（二）学科门类。工学、理学、管理学学科专业门类划分参

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 

（三）累计工作年限。指报考人员取得学历前后从事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时间的总和（不含实习期），其计算截

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从事非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工

作的时间，不计入累计工作年限。 

三、免试条件 

（一）持有 2014 年及以前核发的试验检测工程师证书且符

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参加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师职业资格考

试，可免考公共基础科目。对于免考公共基础科目的人员，须在

1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专业科目，方可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二）已取得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一种专业

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报名参加相同级别其他专业科目考

试，可免考公共基础科目。 

四、报考程序 

往年通过审核的报考人员（除试验检测考试中有试中有人员

（除试验检测考试中有员一种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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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参加相同级 

（一）告知承诺制试点 

根据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 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

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职水

函〔2019〕249 号），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试点，

报考人员承诺本人已经知晓规定的证明义务和证明内容，已经符

合告知的报考条件，报考时所填报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

效，并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责任。在试验检测考试中有Ⅱ类、Ⅲ

类违纪违规行为的报考人员，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报考人员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等严重违纪违

规行为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 31 号令）处理，记入全国交通运输

从业人员信用数据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联

合惩戒。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网上报名及审核截止时间 

1．报名时间：9 月 16 日至 10 月 8 日。 

2．审核截止时间：10 月 11 日。 

3．方式：登录交通职业资格网（www.jtzyzg.org.cn）进行网上报

名，填写相关信息并签署《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承诺书》（电子文

本），上传一寸白底彩色证件照、上传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正

反面）、学历证书、工作年限证明等扫描件。其中，2002 年及

以后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报考人员，还需在报考系统中上传学

信网（www.chsi.com.cn）教育部学籍或学历在线验证报告（在审

核截止日期之前，应保证验证报告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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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居民报考试验检测考试要求请参照《交通运输部职业

资格中心关于在交通运输职业资格工作中做好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便利使用工作的通知》（职水函〔2018〕245 号）。 

4．要求：考生只能填报本人的报考信息，严禁代替他人报

名，填报个人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提供虚假承诺和证明材

料，或者以其他形式骗取报考资格的人员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业

人员信用数据库，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失信联合惩

戒。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现场复核 

在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中有

享平台 5 年内）和Ⅲ类违纪违规行为被记入全国交通运输从业人

员信用数据库且在记录期内的人员须进行现场复核。 

1．时间：9 月 24 日至 10 月 11 日（每周三上午、周末及节

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6∶00。 

2．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锦坪街 5 号民航大厦 4 楼。 

3．要求：以上人员应携带考生报名表、身份证件、学历证

书（学籍或学历验证报告）、工作年限证明（见附件）、职业资

格证书等报考材料原件、复印件到考试承办机构设置的报名点完

成报名现场确认。其中，学籍或学历验证报告应为扫码可查的有

效报告，工作年限证明应由报考人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四）打印准考证。 

1．时间：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5 日。 

2．方式：报考人员登录交通职业资格网“格网式：报考人

员登录交通职业名表、身份证件、学历证书（学籍或学历验证报

告）、工作年限证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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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试大纲 

试验检测考试依据《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大纲》。考生可参阅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

2018 年版教材和《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考试用书（2018 年版）修订内容汇编》。 

考试大纲发布在交通职业资格网——“—网纲发布在交通职

业资格网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 

六、考试费用 

根据《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公路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渝

发改价格〔2019〕671 号），收费标准如下： 

考试项目 考试费 考务费 合计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

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助理试验检测

师、试验检测师） 

公共基础 50 11 61 

专业知识 

道路工程 50 11 61 

桥梁隧道工程 50 11 61 

交通工程 50 18 68 

水运结构与地基 50 18 68 

水运材料 50 18 68 

1．收费形式：重庆考区采取现场缴费的方式。 

2．收费时间：9 月 24 日至 10 月 18 日（每周三上午、周末

及节假日除外）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6∶00。 

3．收费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锦坪街 5 号民航大厦 4 楼。 

4．其它要求： 

（1）现场缴费人员必须携带审核通过的报考人员的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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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他人代缴、单位集体缴费均可。 

七、成绩管理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均

实行 2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参加

公共基础科目和任一专业科目的考试并合格，可取得相应专业和

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 

八、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报名咨询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电话：023-67199715 

现场审核及缴费联系人：张老师，赵老师 

咨询电话：023-86852232，023-86852235 

 

附件：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报考人员工作年限证明式样 

 

 

 

重庆市交通局 

                               2019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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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报考人员工作年限证明式样 

 
 

XXX 同志工作年限证明 
 

______________同志（身份证号：                   ）

于_____年_____月调入我单位工作，现在（工作岗位）      从

事（工作内容）          。其工作履历如下： 

___年___月至___年___月，在（单位）   从事（工作内容）  ，

任（职务/职称）  ； 

___年___月至___年___月，在（单位）   从事（工作内容）  ，

任（职务/职称） ； 

…… 

该同志累计从事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工作时间____

年。我单位对上述证明真实性负责，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责

任，并接受相应处理。 

特此证明。 

经办人：XXX，联系电话：             

 

单  位： 

（公章或人事专用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