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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

 

交 通 运 输 部 文 件
 

 

交质监发﹝2012﹞77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厅（局，委），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

长江航务管理局：

现将《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原《公路水运

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试行）》（交质监发〔2009〕5号）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章）

2012年12月25日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市场管理，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增强监理
企业和监理工程师诚信意识，推动诚信体系的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用评价是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合同文件等，
对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从业承诺履行状况的评定。
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在工程项目监理过程中的行为，监理企业在资质许可、定期检验、
资质复查、资质变更、投标活动以及履行监理合同等过程中的行为，监理工程师在岗位登
记、业绩填报、履行合同等过程中的行为，属于从业承诺履行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监理企业是指依法取得交通运输部颁发的甲、乙级及专项监理资质
证书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监理工程师是指具有交通运输部核准的监理工程师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
的人员。

第四条 本办法第二条第二款中的工程项目，是指列入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监督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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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监理合同额50万元（含）以上的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其中公路工程项目还应满足以下
条件：合同工期大于等于3个月的二级（含）以上项目。

第五条 不属于第四条规定的工程项目范围，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纳入信用评价范
围：

（一）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其质量监督机构受理的举报事件中查实存在违法违规问
题的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

（二）在重大质量事故中涉及的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
（三）在较大及以上等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涉及的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
（四）从业过程中有本办法附件1中“直接定为D级”行为的监理企业。
第六条 信用评价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七条 信用评价工作实行评价人签认负责制度和评价结果公示、公告制度。
第八条 信用评价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
交通运输部负责全国范围内从业的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价管理工作，交通

运输部质量监督机构负责对具体信用评价工作进行指导并负责综合信用评价。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地区从业的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价管理工

作，省级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负责本地区信用评价的具体工作。 
项目业主负责本项目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价初评工作。
监理企业负责本企业信用评价申报以及相关基本信息录入工作。
第九条 下列资料可以作为信用评价采信的基础资料：
（一）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质量监督机构文件（含督查、检查、通报文件）和执法

文书；
（二）质量监督机构发出的监督意见通知书、停工通知书、质量安全问题整改通知

单；
（三）工程其他监管部门稽查、督查（察）、检查等活动中形成的检查文件；
（四）举报投诉调查处理的相关文件和专家鉴定意见；
（五）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及责任认定相关文件；
（六）项目业主有关现场监理机构和监理人员履约、质量和安全问题的处理意见；
（七）总监办、项目监理部、驻地办有关质量安全问题的处理意见；
（八）项目业主向质量监督机构提供的项目监理人员履约情况（包括合同规定监理人

员、实际到位人员及人员变更情况等内容）。
第十条 项目业主、项目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省级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及省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对收集的基础资料进行分析、确认，对有疑问或证据不充足的资料应查
证后作为评价依据。

项目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应对纳入信用评价范围的工程项目每年不少于1次进行现场
检查评价。

第十一条 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周期为1年，从每年1月1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止。
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周期为3年,从第一年1月1日起，至第三年12月31日止。
第十二条 监理企业负责组织项目监理机构于每年1月10日前将上一年度项目监理情况

向项目业主提出信用评价申报，并将项目监理机构和扣分监理工程师的相关信用自评信息
录入部信用信息数据库。项目业主应于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对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的
初评结果、扣分依据等相关资料报项目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同时将初评结果抄送相关
监理企业。监理企业如有异议可于收到初评结果后5个工作日内向项目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
构申诉。项目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根据现场检查评价情况、申诉调查结论等对项目业主
的初评结果进行核实，将核实后的初评结果报省级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

省级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根据项目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核实后的初评结果，并结
合收集的其他资料进行审核和综合评分后，将评价结论报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定。

第十三条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于每年3月底前将审定后的评价结果委托省级交通
运输质量监督机构录入部信用信息数据库，并同时将书面文件报部。

交通运输部质量监督机构在汇总各省评分的基础上，结合掌握的相关企业和个人的信
用情况，对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进行综合评价。

 
第二章 监理企业信用评价

 

第十四条 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实行信用综合评分制。监理企业信用评分的基准分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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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每个单独签订合同的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合同段为一评价单元进行扣分，具体扣分标
准按照附件1执行。对有多个监理合同段的企业，按照监理合同额进行加权，计算其综合评
分。

联合体在工程监理过程中的失信行为,对联合体各方均按照扣分标准进行扣分或确定信
用等级。合同额不进行拆分。

第十五条 项目业主对监理企业的初评评分按附件3中的公式（四）计算。
监理企业在从业省份及全国范围内的信用综合评分按附件3中的公式（一）、（二）分

别计算。
第十六条 对于评价当年交工验收的工程项目，除按照本办法规定对监理企业当年的从

业承诺履行状况进行评价外，还应对监理企业在该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从业承诺履行状况
进行总体评价。

监理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信用总体评价的评分按附件3中的公式（三）计算。
第十七条 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分为AA、A、B、C、D五个等级。评分对应的信用等级分别

为：
AA级：95分＜评分≤100分，信用好；
A级：85分＜评分≤95分，信用较好；
B级：70分＜评分≤85分，信用一般；
C级：60分≤评分≤70分，信用较差；
D级：评分＜60分，信用很差。
第十八条 监理企业首次参与监理信用评价的，当年全国信用评价等级最高为A级。
任一年内，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仅在1个省从业的，当年全国信用评价等级最高为A级。
第十九条 对信用行为“直接定为D级”的监理企业实行动态评价，自省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认定之日起，企业在该省和全国范围内当年的信用等级定为D级，且定为D级的时间
为一年。

第二十条 监理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任一年在该工程项目上发生“直接定为D
级”行为之一的，其在该项目上的总体信用评价等级最高为B级。

第二十一条 监理企业有本办法附件1中第35项行为的，在任一年内每发生一次，其在
全国当年的信用等级降低一级，直至降到D级。

 
第三章 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

 

第二十二条 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实行累计扣分制，具体扣分标准按照附件2执行。
第二十三条 评价周期内，对监理工程师失信行为扣分进行累加。
第二十四条 对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分值大于等于12分、但小于24分的监理工程师，在

其数据库资料中标注“评价周期内从业承诺履行状况较差”。
对评价周期内累计扣分分值大于等于24分的监理工程师，在其数据库资料中标注“评价周
期内从业承诺履行状况很差”。

 
第四章 信用评价管理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评价结果公示，公示时间不应少于10个工作日。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最终确定的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六条 监理企业的信用评价结果自正式公告之日起4年内，向社会提供公开查
询。

“评价周期内从业承诺履行状况较差”和“评价周期内从业承诺履行状况很差”监理
工程师的扣分情况，向社会提供公开查询。

第二十七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将信用评价等级为D级的企业、累计扣分大于等于24
分的监理工程师列入“信用不良的重点监管对象”加强管理。

第二十八条省级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信用评价资料的整理和归档等
工作。录入交通运输部数据库的信用数据资料应经省级交通运输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人签
认。

第二十九条交通运输部质量监督机构负责信用评价数据库的管理和维护。省级交通运
输质量监督机构负责本地区监理企业和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资料的管理。

监理企业信用评价纸质资料及信用评（扣）分、信用等级等的电子数据资料保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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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少于5年。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价资料应不少于6年。
第三十条监理企业或监理工程师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信用评价公示结果有异议

的，应按时向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诉；如对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诉处理结果有异
议的，可向上一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再次申诉。

第三十一条交通运输部不定期组织对全国信用评价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在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以外的其他项目上从业的甲、乙级及专项监理资
质企业和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评价工作，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制定评价办
法。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负责解释。
 

附件1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标准
 

评价内容 失信行为代码 失信行为
信用等级或扣

分标准

投标行为

JJX101001 出借监理企业资质的 直接定为D级

JJX101002

以他人名义或弄虚作假进行投标的，

以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

手段谋取中标的，或串标、围标的

直接定为D级

JJX101003
监理企业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

的

在全国信用评

价总分中扣5

分/次

 

 

 

 

 

 

 

 

 

 

 

履

约

行

 

严重不

良行为

JJX101004 分包、转包工程监理工作的 直接定为D级

JJX101005 弄虚作假，故意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 直接定为D级

JJX101006

在重大质量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等级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中，监理企业负有主

要责任的

直接定为D级

JJX101007

在重大质量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等级安

全生产责任事故中，监理企业负有责

任的

20分∕次

JJX101008
将不合格的单位、分部、分项工程、

工序按照合格签字的
15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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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履

约

行

为

 

 

 

 

 

 

 

 

 

质量、

安全生

产、环

保监理

 

 

 

 

 

 

 

 

 

 

 

 

 

 

 

 

 

 

 

质量、

安全生

产、环

保监理

JJX101009 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或

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10分∕次

JJX101010 在环保事件中负有责任的 10分∕次

JJX101011
在一般质量事故或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中，监理企业负有责任的
10分∕次

JJX101012
工程项目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监理企业负有责任的
6分/次

JJX101013
工程项目出现质量问题，监理企业负

有责任的
5分/次

JJX101014

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

检查（督查）提出的监理问题未整

改、整改不及时或经整改达不到要求

的

5分/次

JJX101015

未按规定对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

方案等进行审批的，或监理计划（规

划）、监理实施细则未按规定审批的

5分/次

JJX101016
未按规定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或进行中

间交工验收和质量评定的
5分/次

JJX101017 存在假数据、假资料问题的 5分∕类·次

JJX101018

对施工现场发现的质量问题、安全隐

患、环保问题，未及时提出书面指令

督促施工单位整改的

3分/项·次

JJX101019
未按规定频率进行抽检和质量检验

（评定）的
3分/次

JJX101020
监理日志、巡视、旁站记录中重要内

容未记录的
2分/项·次

费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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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

约

行

为

理 JJX101021 工程量计量不真实的 5分/次

进度监

理
JJX101022

由于施工单位原因导致工期滞后，监

理未及时提出书面指令督促施工单位

整改的

3分/次

 

人

员

设

备

到

位

JJX101023
企业所属监理人员冒用他人证书从事

监理工作的
10分∕人次

JJX101024 监理人员使用假证书从事监理工作的 5分∕人次

JJX101025 监理人员有吃拿卡要行为的 5分∕人次

JJX101026
未按投标承诺的条件配备总监、副总

监、驻地监理、总监代表的
5分∕人次

JJX101027

派驻到工程建设项目上的总监、副总

监、驻地监理、总监代表未在中标监

理企业从业登记的

5分/人次

JJX101028

派驻到工程建设项目上的监理工程师

在中标监理企业从业登记的人数不足

合同约定监理工程师总人数50%的

每少1人，扣5

分/人次

JJX101029
未经业主许可调换总监、副总监、驻

地监理、总监代表的
5分∕人次

JJX101030
实际到岗监理工程师不足合同约定

70%的
3分/次

JJX101031

监理工地试验室未经质量监督机构备

案审核或实际工作中不满足备案要求

的

3分∕次

JJX101032
监理工程师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高速公

路或大型水运工程项目中从业的
2分/人次

 

其他行为

JJX101033
监理企业应申请评价而拒绝申请评价

的
直接定为D级

JJX101034 被交通运输部通报批评的 直接定为D级

在申请资质许可、定期检验、资质复 发现一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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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为

JJX101035 查及变更等过程中存在企业业绩弄虚

作假的

全国信用等级

降一级

JJX101036

监理企业在资质许可、资质复查、定

期检验等过程中，存在监理工程师业

绩等虚假的

在全国信用评

价总分中扣2

分/人次

JJX101037
监理企业根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求

填报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存在虚假的

在全国信用评

价总分中扣3

分/次

JJX101038

被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

机构或省级其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

评或行政处罚的

15分∕次

JJX101039

被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

量监督机构或地（市）级其他行政主

管部门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

5分/次

 

注：
    1.JJX101006、JJX101007、JJX101010、JJX101011、JJX101013，应根据事故调查

组《事故认定或结案报告》，对监理责任认定情况及事故等级或程度进行相应扣分。质量
事故、安全事故、质量问题等级划分标准见《公路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及事故报告》
（交公路发〔1999〕90号）、《水运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及事故报告》（交通部水运质
监字〔1999〕404号）、《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安监总局2007年第16号令）等文件。质量问题
还包括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质量监督机构责令返工、报废处理，或结构物加固补强造成
永久性质量缺陷等情况。

JJX101012，安全事故隐患的分级情况见《2008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实施意见》（厅质监字〔2008〕48号）的有关规定。本标准中的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简称重大隐患）指列入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门挂牌督办范围的重大隐患。

 2.JJX101015，“未按规定对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等进行审批的，或监理计
划（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未按规定审批的”，是指监理未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
计进行审批，包括安全技术措施、环保技术措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专项施工方案
等，或者监理计划（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未按规定审批的，扣5分/次。

    3.JJX101017，“存在假数据、假资料问题的”，主要扣分情况分以下几类：
   （1）监理企业抽检数据不真实或出现严重偏差的；
   （2）巡视、旁站、监理日志等记录不真实，与实际施工情况或监理事项不符；
   （3）质量安全问题处理复查记录存在编造或不属实；
   （4）标准试验、配合比设计验证审批资料虚假；
   （5）其他监理文件和资料存在编造或不属实的；
   （6）监理资料中存在违规代签现象的。
以上各类情况发现一次扣5分/类，多类同时发现的累加扣分。
4.JJX101018，“对施工现场发现的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环保问题，未及时提出书面

指令督促施工单位整改的”：指工程现场发生质量问题、安全隐患或环保问题时，监理应
及时向施工单位发出书面监理指令，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并对整改情况予以验收和书面确
认。未按上述程序实施的，扣3分/项·次，“项”指的是按照质量问题、安全隐患、环保
问题分项。

5.JJX101020，监理日志、巡视、旁站记录中重要内容未记录的，扣2分/项·
次，“项”指的是按照监理日志、巡视和旁站分项。

    6.JJX101026，“未按投标承诺的条件配备总监、副总监、驻地监理工程师、总监
代表的”：指监理企业派驻现场关键人的岗位能力不满足合同要求，如主要业绩、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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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资格要求等。主要扣分情况分以下几类：
（1）派驻关键人条件有降低的，即使有履行变更手续经业主同意的情形，或关键人到

岗时间不足合同约定时间的2/3，扣5分/人次，；
（2）关键人条件无降低，但每一个关键人岗位在施工监理期内累计变更次数达到两次

（含）以上的，从第二次变更起，施工监理期每变更一次扣2分/人次（只变更一次不扣
分）；

 （3）关键人条件有降低，且每一个岗位在施工监理期内累计变更次数超过两次
（含）以上，应按照上述第（2）和（3）条累加扣分。

 7.JJX101028，“派驻到工程建设项目上的监理工程师在中标监理企业从业登记的人
数不足合同约定监理工程师总人数50%的”：指监理工程师在中标企业从业登记人数少于合
同约定监理工程师总人数的50%时，每少1人扣5分/次，不够1人按1人扣分计算；登记在中
标企业监理工程师人数大于等于总人数50%时不扣分。 

 8.JJX101032，“监理工程师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高速公路或大型水运工程项目中从业
的”：指监理工程师同时在两个及以上高速公路或大型水运工程项目中兼职的，扣2分/人
次，但其中有暂停施工的项目除外。

  9.JJX101037，“监理企业根据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求填报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存在虚
假的”:监理企业向社会公布的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业绩、主要从业人员信息、人
员业绩等，经查实，存在虚假的，在全国信用评价总分上扣3分/次。

10.JJX101038和JJX101039，被省级或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
省级或地（市）级其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当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涉及
到标准中其他具体失信行为时，原则上不重复扣分，应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进行扣分。

 11.关于监理企业在项目实施中发生失信行为扣分的“次”，作如下解释：有关主管
部门在检查中发现的监理企业存在失信行为，依据标准进行相应扣分，并要求监理企业在
一定时限内整改，整改期内不重复扣分。整改期后，相关主管部门仍发现同一失信行为
时，可进行下一次扣分。

 
 
 
 
 
 
 
 
 
 
 
 

附件2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标准
 

序号 失信行为代
码 失信行为 扣分标准

1 JJX102001 监理工作中，有吃拿卡要等行为的 24分/次

2 JJX102002 使用假监理工程师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的 24分/次

3 JJX102003 被交通运输部通报批评的 24分/次

4 JJX102004
在重大质量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等级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中负有主要责任的
24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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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JX102005 将不合格的单位、分部、分项工程按合格签字的 20分/次

6 JJX102006
将不合格的工序、建筑材料、建筑配件和设备按

照合格签字的
16分/次

7 JJX102007 在环保事件中负有责任的

6～12分∕次

（视责任程度

扣）

8 JJX102008 监理工程师存在造假行为的 12分/次

9 JJX102009
被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或省级

其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或行政处罚的
12分/次

10 JJX102010
在重大质量事故或较大及以上等级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中负有责任的
12分/次

11 JJX102011
在一般质量事故或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

的

8分∕次

 

12  JJX102012 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中负有责任的
8分∕次

 

13 JJX102013 在质量问题中负有责任的 6分/次

14 JJX102014

被地（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监督机构

或地（市）级其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或行政

处罚的

6分/次

15 JJX102015 出借资格证书的 6分/次

16 JJX102016 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劳动合同的 6分∕次

17 JJX102017 从事监理工作未进行从业登记或业绩登记的 6分∕次

18 JJX102018 违规代签监理资料的 3分∕次

19 JJX102019 现场监理工程师无正当理由不到岗、不出勤的 2分∕次

注:
    1.JJX102004、JJX102010至JJX102013的相关说明参见《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
价标准》注1。
    2.JJX102008，“监理工程师存在造假行为的”：包括编造、伪造试验资料或监理资料
，以及在从业登记和业绩登记中提供虚假资料，扣12分∕次。

3. JJX102009、JJX102014，“被省级或地（市）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质量
监督机构、省级或地（市）级其他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当通报批评涉及到标准中
其他失信行为时，原则上不重复扣分，应按“就高不就低”原则进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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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JX102015，“出借资格证书的”：是指监理工程师与监理企业无劳动关系，仅将
其资格证书信息登记在该企业，并提供证书供企业投标、办理资质许可相关事宜的行为，
应扣6分/次。

5.JJX102017,“从事监理工作未进行从业登记或业绩登记的”：是指监理工程师未按
规定在交通运输部质量监督局网站“监理工程师岗位登记系统”中进行了从业登记和业绩
登记。

6.关于监理工程师在项目实施中发生失信行为扣分的“次”，作如下解释：有关主管
部门在检查中发现的监理工程师存在失信行为，依据标准进行相应扣分，并要求监理工程
师在一定时限内整改，整改期内不重复扣分。整改期后，相关主管部门仍发现同一失信行
为时，可进行下一次扣分。
 
 
 
 
 
 
 
 
 

 附件3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信用评价相关计算公式
 

    （一）监理企业在从业省份的信用综合评分计算公式。
S=（Fi*Hi）/ Hi

式中：
S—企业在某省的信用综合评分；
Fi—企业在某省内某一合同段的信用评分；

Hi—企业在某省内某一合同段的合同额；

n—企业在某省内从业的监理合同段总数。
    （二）监理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信用综合评分计算公式。

G=（Sj*Ij）/ Ij

式中：
G—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信用综合评分；
Sj—企业在某省的信用综合评分；

Ij—企业在某省的合同总额；

m—企业从业的省份总数。
    （三）监理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信用总体评价的评分计算公式。

X=Ni/k

   式中：
                X—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信用总体评分；

    Ni—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某一年的信用综合评分，按公式（四）计

算；
    k—企业在工程项目上的从业年份数量。

    （四）监理企业在工程项目建设期间某一年的信用综合评分计算公式。
        N=（Fi*Hi）/ Hi

 式中：
 Fi—企业在工程项目某一合同段的信用评分；

 Hi—企业在工程项目上某一合同段的合同额；

               n—企业在工程项目上的合同段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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