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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核准办事指南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3、《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 102 号令）
4、《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设部建市[2001]229 号）
二、核准部门
甲级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后，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并提出初审意见；其中涉及铁道、交通、
水利、信息产业、民航工程等方面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专业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国务
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初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初审意见审批。
乙、丙级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由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中交通、水利、通信等方面的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征得同级有关部门初审同意后审批。
二、满足条件
（一）工程监理企业主项资质等级标准
甲级
1、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企业技术
负责人应当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2、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在职人员不少于 25 人；其中，从事主项专业的监理工
程师不少于相应类别增项资质标准要求。
3、注册资金不少于 100 万元。
4、近三年内监理过 5 个以上二等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或 3 个以上二等专业工程项目。
乙级
1、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企业技术
负责人应当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2、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在职人员不少于 15 人；其中，从事主项专业的监理工
程师不少于相应类别增项资质标准要求。
3、注册资金不少于 50 万元。
4、近三年内监理过 5 个以上三等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或者 3 个以上三等专业工程项目。
丙级
1、企业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企业技术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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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应当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2、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的在职人员不少于 5 人，其中，从事主项专业的监理工程
师不少于相应类别增项资质标准要求。
3、注册资金不少于 10 万元。
4、承担过 2 个以上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或者 1 个以上专业工程项目。
暂定期
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其资质等级按照最低等级核定,并设一年的暂定期。
（二）工程监理企业增项资质标准：
1、主项资质达到相应等级标准的规定；
2、增项资质的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人数达到相应类别和等级的增项资质标准要
求。
申请增项资质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的人数标准
1、房屋建筑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6 人，丙级资质 3 人。
2、冶炼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6 人，丙级资质 3 人。
3、矿山工程：
甲级资质 20 人，乙级资质 12 人，丙级资质 5 人。
4、化工石油工程：
甲级资质 15 人，乙级资质 10 人，丙级资质 5 人。
5、水利水电工程：
甲级资质 20 人，乙级资质 12 人，丙级资质 5 人。
6、电力工程：
甲级资质 12 人，乙级资质 8 人，丙级资质 4 人。
7、林业及生态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6 人。
8、铁路综合工程：
甲级资质 25 人，乙级资质 15 人，丙级资质 5 人。
铁路其他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6 人，丙级资质 4 人。
9、公路工程：
甲级资质 20 人，乙级资质 12 人，丙级资质 5 人。
公路其他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6 人，丙级资质 4 人。
10、港口与航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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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级资质 20 人，乙级资质 12 人，丙级资质 5 人。
11、民用机场工程：
甲级资质 20 人，乙级资质 12 人。
航空航天工程：
甲级资质 12 人，乙级资质 8 人。
12、通信工程：
甲级资质 20 人，乙级资质 12 人，丙级资质 5 人。
13、市政公用工程：
甲级资质 15 人，乙级资质 10 人，丙级资质 3 人。
桥梁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7 人，丙级资质 3 人。
燃气建筑安装工程：
甲级资质 10 人，乙级资质 7 人，丙级资质 3 人。
地铁轻轨：25 人（包括铁道、道桥、机械设备安装、通信信号专业）
14、机电安装工程：
甲级资质 8 人，乙级资质 6 人。
（三）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应符合丙级资质标准前三项的要求。
（四）由于企业改制、分立、合并后组建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必须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完成相关手续，其资质等级根据实际达到的资质标准，按照行政审批
程序重新进行核定。
（五）已有资质的工程监理企业申请资质升级或增项的，在申请之日起前一年内有下
列不良行为之一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
1、违反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严重违反国家、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管理规定的行为；
3、严重违反国家、省有关技术规范要求的行为。
（六）新设立的丙级监理企业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必须在批准公告发布之
日起 1 个月内按规定要求办理国家监理工程师或省监理工程师的新注册预备案或注册变更
手续后，方可领取《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证书》，逾期未办理有关手续的自动取消其资质。
（七）工程监理企业连续两年年检合格，方可申请晋升上一个资质等级；工程监理企
业上一年年检合格，方可以申请资质增项。
（八）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年检不合格或连续两年基本合格的，应当重新核定其资质等
级。新核定的资质等级应当低于原资质等级，达不到最低资质等级标准的，取消资质。
（九）降级的工程监理企业，经下一年度资质年检合格的可重新申请资质升级或资质
增项。
（十）监理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参加资质年检的，其资质证书自行失效，且一年内
不得重新申请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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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量：无限制
四、申报材料：
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申请表》
2、附件材料：
申请新设立的工程监理企业
（1）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材料真实性申明；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3）验资报告；
（4）固定的营业场所证明文件；
（5）经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企业章程；
（6）企业法定代表人、经理、技术负责人的任职证明及工作简历；
（7）企业法定代表人、经理、技术负责人、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一览表及其身份证、
学位（学历）证书、技术职称证书、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经
有权部门鉴证的有效劳动合同、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跨项证明及业主证明等相关材料、社
保局出具的交纳社会保险费的证明文件。
申报的国家监理工程师中仅具有执业务资格的，省内人员必须附当地省辖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出具的未曾注册的证明，省外人员必须附当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央管
理企业）出具的未注册证明；已具有注册资格的，必须同时附注册证及核销注册的证明文
件。
（8）主要办公和技术装备的证明文件；
（9）要出具的其他有关证件、资料；
申请主项升级的工程监理企业，附件材料中除包含“申请新设立企业”附件材料的第
（1）、（2）、（5）、（6）、（7）、（8）、（9）项内容外，还应包括：
（1）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2）企业的上一年度的财务决算年报表；
（3）近三年内监理工程业绩一览表，已完代表工程的《监理业务手册》、监理合同、
监理规划、监理工作总结和经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方签署的竣工验收意见。
申请增项的工程监理企业，附件材料中除包含“申请新设立企业”附件材料的第（ 1）
、
（2）、
（7）、（9）项内容外，还应包含：
（1）企业原资质证书正、副本；
（2）增项专业技术设备的证明文件。
五、办理程序与期限
申请甲级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定期集中审批一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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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工程监理企业申请材料齐全后 3 个月内完成审批。由有关部
门负责初审的，初审部门应当从收齐工程监理企业的申请材料之日起 1 个月内完成初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审批结果通知初审部门。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经专家评审合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初审合格的甲级资
质的工程监理企业名单及基本情况，在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息网上公示。经公示后，
对于工程监理企业符合资质标准的，予以审批，并将审批结果在中国工程建设和建筑业信
息网上公告。
申请乙、丙级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的，实行即时审批或者定期审批，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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