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皖人防 E2018)19号

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安徽省人防工程

质量监管系统上线运行事项的通知

各市、县人防办 (民 防局 ),∷ 省人防工程质监总站: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力口快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监管

信息平台建设,推进人民防空工程监管手段智能化
”的要求,推

动人防部门
“互联网+政务服务

”以及信息化监管建设,省人防

办组织研发的
“
安徽省人防△程质量监管系统

”已经具备试运行

条件,于即日起至 2月 28日 进行试运行,3月 1日 起正式运行。

该系统按照人防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利用
“
大数据

”
和

“互联网

+” 技术,实现人防工程建设全周期全寿命管理,能有效提升各

级人防主管部门对人防工程建设市场和质量的监管能力。为开展



好系统上线运行工作,通知如下。

一、试运行期间,各市、县人防部门应督促本地所有主体未

完工 (未竣工验收)的人防工程项目 (指挥所除外)在系统中录

入基本信 `憝
,并进行施工图审查情况确认,后期通过系统生成并

打印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竣工验收报告、竣工验收各案表等

材料。主体未完工项目信
`急
可以由建设单位录入然后委托审图单

位审查,也可以由审图单位录入 (建设单位需在系统注册 ),此

项工作需于 2月 28日 前完成。

二、各市、县人防部门即日起在报建审批时指导建设单位开

展新建人防工程入库工作。新审批的人防工程项目(指挥所除外 )

完成施工图设计后,建设单位登录系统录入项目基本信
`急

,审 图

单位在线打印
“
安徽省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所在地人

防部门登录系统进行确认。随后建设单位通过系统进行开工报

监、上传材料、打印竣工验收报告等;各市、县人防部门和人防

质监站登录系统填写施工过程质监情况、打印质量监督报告、竣

工验收各案表等材料。

三、待系统手持端 APP调试完成后,全省在建、新建的人防

工程一律通过系统和手持端开展现场质量监督,为保障此项工作

顺利开展,各单位需为工程管理人员配各相应的手持终端设各 ,

手持端 APP具体运行时间另行通知。

四、推进人防工程监管
“互联网+” 工作是落实国家和省有

关政策的具体举措,各级人防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信
`急
化监管的

重要意义,及时通知本辖区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及人防从业企业进

-2一



行系统入库,同 时指导建设单位按程序在系统中填报有关材料 ,

还应及时登录系统进行审核,确保人防工程建设项目按照程序顺

利实施。对未入库的人防工程项目,不予办理开工报监、竣工验

收各案等手续。

五、省外人防工程甲级设计、监理、防化设备、防护设各 (地

漏、阀门、活门)等企业的入皖各案由省人防办进行审核。审核

通过后各案企业需要登录系统填报企业和资质信息,上传营业执

照、资质证书,进行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实名制入库。省内

外人防工程防护设各检测机构的项目负责人以及人防工程设计、

审图、监理企业的  人员 (各专业设计或审查人员、监理工程

师、监理员)需要进行实名制入库,上传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证书

和岗位证书。∵

六、进入系统企业库名录的省内外所有从业企业,均可以在

全省范围内承接相应的人防工程业务。从业企业的基本信·憝可通

过
“
国家企业信用信·憝公示系统

”
进行查询,企业的各类资质、

从业人员资格等信
`急
可通过

“
安徽省工程建设信 `急

网
”
的公开查

询平台,以及
“
安徽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管系统

”(证书可以下载 )

进行查询,各地不再进行准入类各案,也不应以未提供资质证书、

人员证书原件等为由拒绝从业企业进入本地市场。

七、各市、县人防部门要用好信息化监管手段,进一步强化

责任意识,通过网上巡查、实地核查、随机抽查、信用评测等方

式,加强人防工程建设市场和工程质量的动态监管,严格落实不

良行为查处和报送制度,完善企业诚信库建设。此外,在人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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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审批、质量监督、竣工验

取、留存纸质材料,并做

八、“
安徽省人防工程

人防办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统运行中发现的问题以及

人 :薄 冰 ,电 话 0551-6344

附件:1.系 统有关说

2.省外人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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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等各项工作中,仍应按规定收

归档工作。

量监管系统
”
使用情况将纳入各市

评,同 时将不断完善并扩充功能,系

见建议,请及时与工程处联系。联系

925, 18919680065。

及各单位账号

企业各案有关事项



附件 1

系统有关说明及各单位账号

-、 有关说明

1.各单位登录安徽省人防办门户网站,点击网站下方
“
质监

系统
”
进行登录,各级人防部门和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登录

“
政

务服务平台
”,人防设计、审图、监理、防护防化设各、检测单

位登录
“
人防企业平台

”,人防工程建设单位登录
“
建设单位平

台
”,系 统自动跳转到

“
安徽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中心”

后进行

“法人用户
”注册。具体业务操作说明详见

“
安徽省人防工程质

量监管系统用户手册
”(电子版已发送至各单位 )

2.各市人防办账号主要用于工程综合管理、施工图行政性审

查、竣工验收各案等。各入防质监站账号主要用于质监员个人账

号创建和管理 (质监人员需要实名制入库 )、 日常质量监督等。

县级目前只设置了人防办账号。如需增加账号,请与工程处联系。

3.各市人防办、人防质监站初始密码为:ditop1234,请及

时登录系统进行修改。

4.根据国家规定,1名 人防总监最多可承接 3个人防工程项

目,系 统按此进行设定,若某人防J总 监承接的人防工程项目主体

已经完工,项 目主要开展上部建筑施工时,各级人防质监站可登

录系统进行人员释放,待人防工程室内装修、设各安装时重新纳

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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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市人防办、人防工程质监站账号

单位 账号 单位 账号

合肥市人防办 HFS~RFB 合肥市人防质监 HFS~ZLJDZ

淮北市人防办 HBs_RFB 淮北市人防质监 HBs~ZLJDZ

亳州市人防办 BZs~RFB 亳州市人防质监 BZS~ZLJDZ

宿州市人防办 SZS~RFB 宿州市人防质监 SZS~ZLJDZ

蚌埠市人防办 BBS~RFB 蚌埠市人防质监 BBs~ZLJDZ

阜阳市人防办 FYs~RFB 阜阳市人防质监 FYS~ZLJDZ

淮南市人防办 HNS~RFB 淮南市人防质监 HNS~ZLJDZ

滁州市人防办 CZS~RFB 滁州市人防质监 CZs~ZLJDZ

六安市人防办 LAS_RFB 六安市人防质监 LAS~ZLJDZ

马鞍山市人防办 MAsS~RFB 马鞍山市人防质 MASs~ZLJDZ

芜湖市人防办 WHS~RFB 芜湖市人防质监 WHS~ZLJDZ

宣城市人防办 ⅩCs~RFB 宣城市人防质监 XCS~ZLJDZ

铜陵市人防办 TLs~RFB 铜陵市人防质监 TLS~ZLJDZ

池州市人防办 CHIZS~RFB 池州市人防质监 CHIZS~ZLJDZ

安庆市人防办 AQS~RFB 安庆市人防质监 AQs~zLJDZ

黄山市人防办 HSS~RFB 黄山市人防质监 HSs~ZLJDZ

三、各县 (部分区)人防办账号和密码 (请及时修改 )

单位 账号 密码

合肥市长丰县人防办 HFS~CFX~RFB oqTy6gvc

合肥市肥东县人防办 HFs~FDX~RFB vwfevl s I

合肥市肥西县人防办 HFs~FXX~RFB h1rj47bk

合肥市庐江县人防办 HFS~LJⅩ ~RFB vuayx8 5 x

合肥市巢湖市人防办 HFS~CHS~RFB op91f5xj

淮北市濉溪县人防办 HBs~sⅩⅩ~RFB hs3p841x

亳州市涡阳县人防办 BZS~WYX~RFB 7d9gmew6

亳州市利辛县人防办 BZS~LXX~RFB aezmj459

亳州市蒙城县人防办 BZS~MCⅩ ~RFB sfr05y6j

亳州市谯城区人防办 BZs~QCQ~RFB o0bjuho1

宿州市砀山县人防办 SZs_DSⅩ _RFB 344dtO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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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市萧县人防办 SZS~ⅩⅩ~RFB xq3okpx2

宿州市灵璧县人防办 sZS~LBⅩ ~RFB zphf3t85

宿州市泗县人防办 SZs~SⅩ ~RFB xekfg511

蚌埠市怀 县人防办 BBS~HYⅩ~RFB nvqe 8 bbz

蚌埠市五河县人防办 BBS~WHⅩ~RFB prghsmd 1

蚌埠市固镇县人防办 BBS~GZX~RFB 1Jh657h2

阜阳市临泉县人防办 FYS~LQX~RFB
2oeeylml

阜阳市太和县人防办 FYS~THⅩ ~RFB ihn7qyhu

阜阳市阜南县人防办 FYS~FNX~RFB 9k0nnoaw

阜阳市颍上县人防办 FYS~YSⅩ ~RFB z0ms c7 gi

阜阳市界首市人防办 FYs~Jss~RFB skbmnmev

淮南市寿县人防办 HNS~sⅩ ~RFB 9cg87t45

淮南市凤台县人防办 HNs~FTX_RFB zqbmwmrf

滁州市来安县人防办 CZS~LAⅩ ~RFB s 6 ra 06ur

滁州市全椒县人防办 CZS~QJX~RFB
mxg5 s 8 1n

滁州市定远县人防办 CZS~DYⅩ~RFB mwht72k9

滁州市凤阳县人防办 CzS~FYⅩ ~RFB uen7 c6q9

滁州市天长市人防办 CZS~TCS~RFB 5rrqeasq

滁州市明光市人防办 CZs~MGS~RFB cud68m16

滁州市南谯区人防办 CZS~NQQ~RFB
bae6xv32

六安市霍邱县人防办 LAS~HQX~RFB
mrkkycwT

六安市舒城县人防办 LAS~sCX~RFB ztnaOug4

六安市金寨县人防办 LAS~JZⅩ~RFB ca9hhsjb

六安市霍山县人防办 LAS~HSX~RFB k8on5udg

马鞍山市当涂县人防办 MAss~DTⅩ ~RFB fp01jf43

马鞍山市含山县人防办 MASS~HsX~RFB 1 eauT rgx

马鞍山市和县人防办 MASs~HⅩ ~RFB 77ng4f4p

芜湖市芜湖县人防办 WHs~WHⅩ ~RFB hrfcj6jq

芜湖市繁昌县人防办 WHS~FCX~RFB h40wd1as

芜湖市南陵县人防办 WHS~NLⅩ ~RFB po8i8w1j

芜湖市无为县人防办 WHS~WWⅩ ~RFB lix4pOad

宣城市郎溪县人防办 ⅩCs~LⅩⅩ~RFB s536ch57

宣城市广德县人防办 ⅩCS~GDX~RFB fcJedfnk

宣城市泾县人防办 ⅩCS~JⅩ ~RFB hg8my2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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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绩溪县人防办 ⅩCs~JXⅩ ~RFB ptqetxif

宣城市旌德县人防办 Ⅹ Cs_JDQ~RFB
bt3107ej

宣城市宁国市人防办 ⅩCS~NGS~RFB zh6rudbk

铜陵市枞阳县人防办 TLs~ZYQ~RFB
8eh054o8

铜陵市义安区人防办 TLS~YAQ~RFB

ylfj3gey

池州市东至县人防办 CHIZS~DZⅩ ~RFB n6pw8j26

池州市石台县人防办 CHIZs~STⅩ ~RFB 46hdwypa

池州市青阳县人防办 CHIZs~QYⅩ ~RFB o132632z

安庆市怀宁县人防办 AQS~HNⅩ -RFB

rr3f1k27

安庆市潜山县人防办 AQS~QSⅩ -RFB
i4qr j6Ia

安庆市太湖县人防办 AQS~THⅩ -RFB
whjudm8z

安庆市宿松县人防办 AQS~sSⅩ -RFB s5ziidjx
安庆市望江县人防办 AQs~WJX-RFB j33ezn6v

安庆市岳西县人防办 AQS~YXX-RFB
mo5jcs6h

安庆市桐城市人防办 AQS~TCs-RFB nm7 1 g6ac

黄山市歙县人防办 Hss~sX~RFB n6apy48m

黄山市休宁县人防办 HSs~Ⅹ NⅩ ~RFB rhnp35vb

黄山市黟县人防办 Hss~YX~RFB sysgyooo

黄山市祁门县人防办 HsS~QMⅩ
~RFB

yrvq06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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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省外人防从业企业备案有关事项

一、受理条件

(一 )人防甲级监理企业

1。 具各国家人防办认定的人防工程甲级监理资质;

2.各案人员是具有抗力等级 5级及以上人防工程监理实践

经验的人防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 (土建和安装专业 );

3.根据人防工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在皖配各相应数量的总

监、总监代表、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 (均需要取得人防工程

监理资格,为本单位正式在职人员 )。

(二 )人防甲级设计企业

1.具各国家人防办认定的人防工程甲级设计资质 ;

2.承接过抗力等级 5级及以上人防工程设计业务。

(三 )人防防化设备定点生产企业

1.具各国家人防办认定的防化设各定点生产资质 ;

2.在皖销售产品检验合格。

(四 )人防防护设备 (阀 门、活门、防爆地漏 )定·点生产企

业

1.具各国家人防办认定的防护设各定点生产资质;

2.在皖销售产品检验合格。

(五 )人防工程防护设各检测机构

1.具各国家认监委颁发、国家人防办认可的防护设各检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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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2.在省内有固定办公场所,有 固定从事检测业务的专业人

员,各类检测仪器齐全。

二、备案材料

(一 )人防甲级监理、设计企业

1.入皖各案登记表 ;

2.企业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               ˉ

3.驻皖分支机构营业执照 (副 本复印件 ),驻皖分支机构负

责人任命书 (原件 );(若无分支机构,可不提供该项 )

4.监理企业提供:工业与民用建筑监理资质证书、人防监理

甲级资质证书(正 副本复印件λ驻皖技术负责人任命书(原件 ),

驻皖技术人员的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书、人防监理工程师证书、身

份证明 (复 印件 ),本企业正式职工证明 (劳 动合同复印件和社

保证明原件 ),驻皖技术人员曾监理过抗力等级 5级及以上的人

防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5.设计企业提供:建筑工程设计资质证书、人防设计甲级资

质证书 (正 副本复印件 );各专业主要设计人员职称证书、执业

注册证书、防护工程师证书、身份证 (复 印件 ),本企业正式职

工证明 (劳 动合同复印件和社保证明原件 )。 有驻皖分支机构的,

还需提供驻皖技术人员以上证书及材料。曾设计过抗力等级 5级

及以上的人防工程业绩证明材料。

所有材料应加盖公章,同 时准各从业人员身份证原件进行实

名制录入。

(二 )人防防化设各、防护设备 (阀 门、活门、防爆地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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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点
生产企业

1.入皖各案登记表 (原件 );

2.企业营业执照、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国家人防办定点生产

和安装资格证书 (复 印件 );

3.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生产、质检部门负责人的身份

证、人防防护工程师证 (复 印件 );

4.人防防护工程师、机械专业工程师、电气专业工程师的身

份证、人防防护工程师证、资格证 (复 印件 );

5.电焊工、电工、吊装工、叉车工、质检员、安全生产管理

员等的身份证、上岗证、资格证;

以上所有人员均须附劳动合同以及近期社保证明。

6.场地总平面图和厂房总平面图,图上注明各区域或使用空

间的名称、面积,厂房的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复 印件 ),各类

生产设各、质检设各清单 (含设各型号、主要性能指标和数量 ,

配照片 );

7.在皖销售产品的检测合格报告、产品合格证 (复 印件、

8.在皖设立分公司的,还需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固定办公

场地证明,负 责人及主要人员身份证、职称证、各类资格证 (复

印件 )。

(三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

1.入皖各案登记表 (原件λ

2.企业营业执照,国家认监委和国家人防办认可的防护设各

检测资质证书 (复印件 );

3.国人防 匚⒛17〕 271号 文件规定的各类人员及基本信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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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表 (原件),身 份证、职称证、毕业证、近期社保证明 (复 印

件、

4.在皖固定办公场地证明 (复 印件 ),检测仪器清单 (含设

各型号、主要性能指标和数量,同 时配照片 );

5.在皖设立分公司的,还需提供分公司营业执照,驻皖负责

人及主要技术人员的身份证、职称证、各类资格证 (复 印件 )。

三、相关表格

可从省人防办门户网站
“
文件公开企业公示

”
或

“
资料下载

”

栏目下载。

四、有关要求

省外人防从业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安徽省关

于人防工程建设管理的各项要求,认真履行人防工程建设质量责

任。根据《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实行人防工程建设不良行

为信息报告和公告制度的通知》(皖人防 匚2014〕 132号 )、 《安

徽省人防工程建设
“
黑名单

”
管理暂行办法》(皖人防 E⒛ 16〕

76号 ),省 外从业企业出现人防工程建设不良行为或被列入
“
黑

名单
”
的,省人防办将视情况进行限制从业、暂停各案、取消各

案等处罚措施。

通过各案的省外从业企业在省人防办门户网站
“
文件公开企

业公示
”
栏目公示,并 同时录入

“
安徽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管系统

”。

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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