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南省 交通运输 厅

琼交运建 匚2019〕 77号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关于做好 ⒛18年度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信用

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 (洋 浦 )交通运输局,省公路管理局、省交通工程质量监

督管理局、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各水运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

为做好我省 2018年度公路水运建设市场主要从业单位和人

员信用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范围和依据

本次评价企业范围为 2018年 1月 1日 至 12月 31日 间,全

省范围内参与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旅游公路、独立隧道、独

立桥梁 (大桥及以上桥梁 )和水运工程项目建设的设计、施工、

监理企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其中,需对设计、施工企业信用

— 1—



评价的公路项目本评价年度土建施工时间应大于等于 3个月,机

电、交安设施施工时间应大于等于 1个月。

全省农村公路项目原则上不纳入本次信用评价,但不良行为

较多,⒛18年度信用评级预计为 B级以下的参建单位的农村公

路项目,项 目法人可单独申请纳入信用评价。除此之外的其他情

形,不予纳入。

评价工作依据分别为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水运工程监

理信用评价办法的通知》 (交质监发 匚⒛ 12〕 774号 )、 海南省

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公路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只试行 )

的通知》 (琼交运建 匚⒛15彐 111号 )、 《关于印发<公路工程

设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的通知》 (琼交运综

匚2016〕 303号 )、 《关于印发(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实

施细则)(试行 )的 通知》 (琼交运建 匚⒛15彐 457号 )、 《关

于印发(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评价实施细则>(试行 )的 通知》

(琼交运建匚⒛15彐 855号 )(以 下简称
“
一个办法四个细则

”
)。

二、评价工作职责分工和时限

(一)2019年2月 3日 前,相 关市县 (洋 浦)交通运输局、省公

路管理局、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应组织项目建设单位 (代建单位 )

对⒛18年度参与项目建设的公路水运工程设计、施工、监理企业

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进行信用评价,收集企业信用信息,网 上系

统填报数据,将纸质相关表格报送至信用信 .憝初审单位。公路、

水运设计、施工企业评价项目范围和初审单位详见附件,监理企

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评价项目范围和初审单位由省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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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管理局制定。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网上填报系统网址

为 llttp∶〃36。 10I。 208.150∶ 80㈨/HaiN/main/hOme,水 运建设市场信

用 信 息 网 上 填 报 系 统 网 址 为

http∶ //36。 101.208。 150∶8080/HaiN/m"n/hOmG,上 一年度登录账号和

密码仍可正常使用。

(二 )⒛ 19年 2月 22日 前,相 关市县 (洋 浦 )交通运输局、

省公路管理局、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和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依据职责,按照
“
一个办法四个细则

”
中规定的评价标准,分别

审核所监管项目建设单位 (代建单位 )上报的设计、施工企业信

用评价信息,监理企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流程由省交

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确定。

主要职责分工如下:

l。相关市县 (洋 浦 )交通运输局负责市县政府相关部门或所

属企业组织实施的国道、省道、旅游公路、独立隧道、独立桥梁

(大桥及以上桥梁 )建设项目设计、施工企业和所辖区内水运工

程项目的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初审工作;

2.省 公路管理局负责下属分局或自行组织实施的公路项目

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初审工作;负 责委托代建的公路项

目设计 (后 续服务阶段 )、 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信息初审工作;

3.省 交通工程建设局负责所建设管理的重点公路项目的设

计 (后 续服务阶段 )、 施工企业评价信息初审工作 ;

4.省 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负责省厅直接委托管理的公

路项目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信 j憝 初审工作;依据项目监督检查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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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督查过程中施工企业的不良履约行为信息及扣分情况负责全

部公路施工企业和所监督水运工程项目参建施工企业评价信 '憝

的复审工作;负 责全省监理企业和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

价信 .息 复审、汇
`总
工作;

5.厅 综合规划处负责省厅直接委托设计的公路项目设计企

业 (勘察设计阶段)评价信息初审工作;负 责所有设计企业评价

信息复审和汇总工作。

6.厅建设管理处负责所有施工企业评价信·急汇总工作。

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需于⒛19年 3月 4日 前将复审结

呆以书面形式和信用评价系统网上申报形式上报省厅。

(三 )⒛ 19年 3月 18日 前,厅信用评价工作领导小组对复审

后提交的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信

息进行核定、汇总,按照公路水运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和持部

证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标准及计算方法进行省级综合评价,确 定

企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年度信用等级并公示。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 )按时完成评价工作。本次信用评价工作通过系统填报 ,

请各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学习,熟悉掌握通过系统进行数据录入

及评价工作;建立健全评价工作组织机构,落实岗位责任,做到

组织健全、责任明确,在严格执行工作程序的前提下保证评价工

作保质如期完成。

(二 )严格执行统一规则。各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
“
一个办

法四个细则
”
开展评价工作,应采取定期整理企业不良行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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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信用台账管理等措施,进一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依据 《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

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和治理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 (交办

公路 匚⒛16〕 6号 )要求和相关信用评价规则,对施工企业恶意

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行为进行信用扣分。同时,要结合信用评价工

作,督促各在建项目及时如实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录入相关业绩信息。

(三 )切实维护公干公正的原则。各评价单位要按照有关规

定,认真开展评价工作,做到程序完各、依据充分、结果公正。

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要加强对信用评价各环节的监督检

查,并受理有关举报投诉,接受社会监督。

信用评价工作是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重要手段,信用评价结

果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菅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各有关单位应高度重

视,完善配套制度,加大工作力度,确保 2018年度我省公路水

运工程设计、施工、监理企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工作

顺利推进,形成稳定、高效的评价工作机制。

信用评价工作联系人:

省交通运输厅 韩善剑 (负 责公路工程设计企业 )

联系电话:甾 238378,1397ω 01344;

张春宇 (负 责水运工程设计企业 )

联系电话:ω 343658,180898叨 399;

魏婧 (负 责公路工程施工企业 )

联系电话:甾⒛0131,1559%1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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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旭 (负 责水运工程施工企业 )

联系电话:甾33M16,138768伲955;

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局

王琳婷 (负 责监理企业和持部证监理工程师 )

联 系 电话 : 65292706,13307683939。

技术服务联系人 :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 何工 1陌13%%48

信用评价交流 QQ群 :5则⒛
"0

附件:列入⒛18年度全省公路水运设计、施工企业信用评

价项目一览表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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