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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管道检测与修复专业委员会

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规则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排水管道修复工程质量管理，促进排水管道修复

技术在全国的推广应用，规范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管道检测与修复专业

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委员单位从事相关的工作能力，依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情况，确保技术先进、

安全可靠，特制定了《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规则》

（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排水管道是指市政领域汇集和排放污水、废

水和雨水的管渠及其附属设施所组成的系统，包括干管、支管。

第三条 本规则仅适用于专委会委员单位承揽相关业务的作业能

力评价。专委会负责组织相关专家按本规则要求进行评价工作。作业

能力评价工作属于专委会为委员单位提供的公益服务，不收取任何费

用。

第四条 评价通过后按照能力等级颁发作业能力证书，作业能力

等级分为甲、乙、丙三级。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相应的等级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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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申请单位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自愿申请作业能

力评价。

第二章 作业能力评价标准

第六条 申请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申请单位应为专委会的委员单位。

（二）具有法人资格，能够独立、规范地开展排水管道更新与非

开挖修复工作。

（三）注册资金 1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四）具有市政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证书 2 人及以上；

（五）企业注册并持续有效运行 1年以上；

（六）无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无地下管线安全事故、无死亡事故。

第七条 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标准参照表

等级 注册
资金

修复业
绩

非开挖
修复设

备

清洗/
吸污车

毒气检测
仪、通风或
呼吸机、潜

水设备

封堵
设备

排水管道更
新与非开挖

修复人员

中级及以上职
称或管道管线
工程项目经理

甲级 ≥500
万元

≥5000
万元 ≥7 套 ≥4 套 ≥8 套 ≥8

套 ≥15 人 ≥4 人

乙级 ≥200
万元

≥2000
万元 ≥4 套 ≥2 套 ≥5 套 ≥5

套 ≥6 人 ≥2 人

丙级 ≥100
万元

≥500
万元 ≥1 套 ≥0 套 ≥3 套 ≥3

套 ≥2 人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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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作业能力评价及发证

第八条 作业能力评价由专委会组织专家组依照本规则对申请的

委员单位进行评价。

第九条 首次申请市政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

的单位原则上不超过乙级，1年以后根据单位情况可申请升级评价。

第十条 申请作业能力评价的单位，应完整、准确的填报《排水

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申请表》、《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

复设备清单》、《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人员名单》、《排水管道更

新与非开挖修复业绩清单》，并如实提交以下纸质材料。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专委会会员证书复印件；

（三）企业购置相关设备的发票复印件或证明；

（四）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的培训证书、中级以上职称人

员的职称证明文件（或管道管线工程项目经理的培训证书）、身份证

复印件和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原件；

（五）已施工程业绩证明文件，如施工项目的合同、中标文件、

验收证明等复印件；

（六）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一条 申请资料应完整、清晰，使用 A4纸打印或复印要求签

字的须签字，每份加盖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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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企业填报的所有表单及上述相关资料，应按规定做到

详实和准确。企业不得隐瞒、谎报、漏报，否则将退回认证申请或判

定其认证不合格。

第十三条 专委会发出作业能力评价通知后，秘书处对申报资料

进行符合性检查审核。5个工作日内将是否受理的意见反馈给申请单

位。不同意受理的，应说明原因。同意受理的，在收到全部申报资料

之日起 2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第十四条 专委会收到全部申报资料后，将组织专家评审小组，

每小组 5-7 名专家，根据《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

规则》，对企业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评审，专家组进行无记名投票，

赞成票超过 2/3 的通过。

第十五条 对评价合格的企业，专委会向企业颁发《排水管道更

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证书》；认证不合格的企业，可在 10个

工作日内申请复审。如复审仍未通过，可在下一年度重新申请。

第十六条 对评价合格的企业，专委会通过官方网站公示。

第十七条 《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证书》有

效期 3 年，有效期满前 3 个月内，由企业提出重新认证的申请。专委

会依照本规则的认证程序，对申请企业进行检查和复审，合格的换发

证书。审查不合格以及证书期满但未重新申请的，应收回或撤销原评

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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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证书》由

专委会统一印制和颁发。

第十九条 已通过作业能力评价的企业如需升级评价等级或到期

延期的，可在满足相应的评价等级条件后向专委会提交升级评价等级

的申请，专委会组织专家组审议合格后予以换发新的评价证书。

第二十条持证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专委会有权取消其作业能

力证书：

（一）有效期满未换证或未办理暂缓换证的；

（二）不再具备排水管道修复作业能力条件的；

（三）涂改作业能力证书的；

（四）出现其他严重问题的。

第二十一条 对被取消作业能力证书的单位，专委会 2 年内不受

理其申请。

第二十二条 对评价工作有异议的申请单位，应当在评价工作结

束之日起 30日内向专委会提出申诉。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则由专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则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一届三次主任委员工作

会通过，自 2018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一届五

次主任委员工作会进行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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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作业能力评价申请书

单位名称（章） 申请等级

评价类型

（初次、升级、延续）

原评价

等级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单位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申报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注册/通讯

地址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

注册号
注册资金 万元 固定资产

经营范围

成立时间
上一年度

营业额
经济性质

职工数量 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

企业简介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以下由评审组填写

材料初审意见：

评定结果：

年 月 日

（专委会盖章）

附：营业执照、会员证书、原作业能力评价证书（初次申请除外）、质量管理制度、安全证

书等复印件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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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人员名单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

专业
职称

从事相关

岗位年限

培训证书

编号

附：人员培训证书、身份证、学历证明、职称证明等复印件并盖章及近三个月社

保证明原件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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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

型号
数量

价值

(万元)

生产

厂家
发票号

附：设备购买发票或证明复印件并盖章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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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管道更新与非开挖修复业绩清单

工程名称 施工时间 施工工法 工程业绩（金额） 备注说明

附：能够证明已施工程业绩的文件，如合同、中标文件、验收文件等复印件并盖章

（单位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