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关于举办 GB、GC 类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 

专业能力提升培训考核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新的《许可规则》实施后，对我省压力管道设计许可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提高设计审批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工

作能力，我协会定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起在济南举办“GB、

GC 类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专业能力培训考核班”。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1、设计单位需要申请压力管道设计许可的审批人员； 

2、设计单位需要增项许可的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 

3、设计单位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即将到期需要换证的

人员。  

 二、报名条件 

1、审定人员 

(1)具有较全面的压力管道设计专业技术知识； 

(2)能够正确运用相关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

并且能够组织、指导各级设计人员贯彻执行； 



(3)熟知相应设计工作和国内外有关压力管道技术发展

情况，具有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在关键技术问题上能够做

出正确决断； 

(4)具有 8年以上压力管道设计审核工作经历； 

(5)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 

2、审核人员 

(1)具有较全面的压力管道设计专业技术知识，能够保证

设计质量；  

(2)能够指导设计、校核人员正确执行相关法规、安全技

术规范及相关标准，能够解决设计、安装和生产中的技术问

题； 

(3)具有 5年以上压力管道设计校核工作经历； 

(4)具有工程师职称。 

3、设计、校核人员 

各压力管道设计单位的设计、校核人员；压力管道施工

单位相关人员。 

三、报名方法及提交材料：  

1、报名方法 

报名人员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填

写信息时请在培训项目栏写： “管

道设计”。看到预报名通知的已报名

人员，请勿重复报名。 



2、提交纸质资料 

1.《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专业能力评价申请表》 1 

份加盖单位公章（见附件 1）；  

2.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3.毕业证复印件 1 份；  

4.职称证明复印件 1 份； 

5.压力管道审核人员证书复印件（换证人员）； 

6. 2 寸近期免冠照片 2 张  

报名人员请根据以上报名条件和提交的纸质资料，快递

至： 济南市历城区华能路 89 号质检服务大厦 205 室，山

东省特 种设备协会 张利红 15666973877 收。  

四、培训考核时间地点安排及费用 

1、取证学习时间安排： 

报到时间：2020 年 6 月 14日下午  

培训时间：2020 年 6 月 15 日-20 日  

考核时间：2020 年 6 月 21 日  

换证学习时间安排： 

报到时间：2020 年 6 月 16 日下午  

培训时间：2020年 6 月 17 日-20 日  

考核时间：2019 年 21日  

2、地点：冶金宾馆，地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39-1 

号（文化东路北燕山小区内）。  



乘车路线：从济南火车站乘 18 路公交车至“燕子山路”

站 下车;从济南长途汽车站乘４、５、35 路等公交车至“大

观 园”站下车，转乘 18 路公交车至“燕子山路”站下车；

从 济南西客站乘坐 19 路公交车至“营市西街北口”站下

车， 转乘 K59 路公交车至“燕子山路”站下车，往西 50 

米路北 胡同 300 米内路西。  

3、培训费用：取证人员培训费用会员价 1800 元/人，

非会员价 2000元/人；换证人员培训费用会员价 900元/人，

非会员 1100 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考核发证费，注培

训费只能收现金或者进行银行转账，不能刷银行卡）。  

收款单位名称：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账 号：1602023919200059151  

开 户 行：工商银行济南趵突泉支行  

税 号：51370000MJD6177755  

为方便开具发票，请参加人员提前准备好单位开票信息

复印件，培训报到时交到会务组。开票信息内容包括：单位

名称、单位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并备

注发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字

样。 

4、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190 元/人/天。 

协会培训部电话：0531-88023939、 88023952  

联系人： 田家鹏： 18653192572 



 张利红： 15666973877 

宾馆前台电话：0531-83190288 

培训学习注意疫情期间的《关于疫情防控规定》（见附

件 2）规定。 

附件 1：《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专业能力评价申请表》 

附件 2：《关于疫情防控规定》 

附件 3：设计审批人员培训需自带教材目录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 

2020 年 6月 1 日   

 

http://www.sdtzsb.com/Uploads/editor/5eccafd590032.docx


附件 1 

《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专业能力评价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2 寸免冠正面

照片 2 张 

工作单位 

    

           （单位盖章） 

出生年月  

邮  编  

技术职称  电  话  

通讯地址  

学  历  毕业时间  

学校名称  身份证号  

报名类别 □设计人员    □校核人员     □审核人员      □ 审定人员 

证件类别 □ 取证             □ 换证   证件到期时间： 

压力管道设计校核、审核简历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主要成果 

 

 

 

  



本承诺书，参加培训人员每人必填一份，交培训会务组。 

附件 2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专业能力培训

考核班”疫情防控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 

 

山东省特种设备协会将举办“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专业能力

培训考核班”。按照国家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推

进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要求，举办单位、宾馆和参加培

训人员共同做好这项工作。确保本次培训圆满进行，保障本人及他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本人承诺： 

1、本人没有被诊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2、本人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3、本人过去 14天未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500

例的省份)或与与来自疫情重点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  

4、本人没有被集中隔离观察或留观后已解除医学观察； 

5、本人目没有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 

本人对以上提供的健康相关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因信息不实

引起疫情传播和扩散,愿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另外，为保障本次培训学习班的顺利开展，我将严格按照本次

培训班的和宾馆要求、遵守有关规定，配合会务人员疫情防控工作，

做好个人和公共卫生防护，如违反规定后果自负。 

承诺人: 

年    月    日



 

培训期间防疫规定 

为全力配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

本人及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本次培训考核工作的顺利

开展，疫情期间，做出如下规定： 

1、授课老师及培训人员、工作人员上课时间或在人员密集区或

在密闭空间，必须佩戴口罩。 

2、实行“双测体温制”，每天上午、下午上课前，工作人员对培

训人员、授课老师进行测量体温，并做好登记。 

3、培训授课期间，实行单人单桌，人与人距离之间保持在 1 米

以上。 

4、就餐实行错时限人数自助就餐制。每次就餐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 

5、实行封闭式管理，限制人流量， 进出人员必须实名登记并

检测体温。培训人员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外出，需经会务组织工作

人员批准，并做好出入登记工作。 

6、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学员，须遵守有关部门的规定，向有关

部门报告，进行 14 天的隔离，并经核酸检测没问题后，方可参加培

训。 

7、培训结束 14 天后，协会工作人员应与相关人员联系，了解

其是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胸闷等症状，并做好记录。 

 



 

附件 3： 

设计审批人员培训需自带教材目录 

1. GB50316-2008《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2008 版） 

2. GB50028-2006《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3. GB50494-2009《城镇燃气技术规范》 

4. CJJ34-2010《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5. CJJT 81-2013《城镇供热直埋热水管道技术规程》 

6. 《全国压力管道设计审批人员培训教材》（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