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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北京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

信用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建设工程质量主体责任，提高勘察、

设计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提升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

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 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国办发〔2019〕11 号）《北京市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工作的实施意见》（京社信联办〔2020〕5 号）等法规文件精神，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活动的单位及项目负责人。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信用评价，是指依据本办法对勘察、

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勘察和

施工图设计质量情况的评价。

第三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负责对我市勘察、设计单位及

项目负责人的信用评价进行监督管理，负责制定信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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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认定及评价标准。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市人防办、市地震局、市通信管理局等市级相关部门依照

职责，依法依规负责对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信用信息

进行采集、认定和使用。

第二章 信用信息采集和公开

第四条 按照国家和我市相关法律法规，信用评价信息由失

信行为信息、守信行为信息和其他信息组成，包括建设工程勘

察设计质量事前审查、事后抽查及日常监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失信行为信息是指违反国家及我市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

设强制性标准，不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不满足设计文

件深度规定，未履行告知承诺事项等情况形成的不良信用信息。

守信行为信息是指严格遵守国家及我市有关法律法规、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满足设计文

件深度规定，认真履行告知承诺事项等情况形成的良好信用信

息。

其他信息包括信用修复信息等。信用修复信息是指采取保

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措施，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确认后形成的信用信息。

第五条 按照“谁监管谁负责”“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

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信用评价信息的真实性。信用评价信

息动态更新，定期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官网公示，评价周期为

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3 -

第三章 信用评价

第六条 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实行计分

制，对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分别进行信用评价。每年

赋予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考核基础分均为 12 分，在此

基础上按照信用行为分类增减相应分值，具体评价标准按照《北

京市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设计质量信用评价标准》（见

附件）执行。

第七条 根据信用评价得分，对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

责人分别采取不同管理措施。

（一）勘察、设计单位

1.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6 分的，进行质

量监管预警。

2.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8 分的，可约谈

该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负责人。

3.一次性扣 12 分的，责令整改并将违法线索移交执法部门

进行处罚。

4.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12 分，且在事后

抽查中不存在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只存在一条违反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整改。

5.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12 分，且在事后

抽查中存在两条及以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整改

并将违法线索移交执法部门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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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达到 12 分的，整改完成后

重新赋予信用分值。

（二）项目负责人

1.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6 分的，进行质

量监管预警。

2.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8 分的，可约谈

该项目负责人和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负责人。

3.一次性扣 12 分的，责令整改并将违法线索移交执法部门

进行处罚。

4.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12 分，且不存在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只存在一条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的，责令整改。

5.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累计达到 12 分，且存在两

条及以上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整改并将违法线索

移交执法部门进行处罚。

6.在一个信用评价周期中，扣分达到 12 分，完成整改后重

新赋予信用分值。

第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对信用评价结果有

异议的，可向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行政主管部门应自收到申请起 5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并将结果

告知申请人。

第九条 失信行为的修复按照国家和我市相关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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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用信息使用

第十条 在信用公开的基础上，对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

负责人进行“绿、黄、红”三色标识。根据上一年度信用评价

信息，对勘察、设计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在抽查比例、抽查频次、

资质资格以及招投标等方面实行差别化监管。

第十一条 信用评价信息将作为相关部门实施监管和完善

联合监管制度的参考依据。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行政主管部门开展信用监管工作中,应严格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遵守工作纪律，依法行政、廉洁执法，确保信用信息

真实准确，保障信用信息安全。

第十三条 信用管理工作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单位或者个人对

于信用管理工作中违反法律及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可向行政主管部

门举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

实际，适时调整信用评价标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2年。

附件：北京市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设计质量信用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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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勘察、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设计质量信用评价标准

信用类别 序号 评价内容
项目负责人

评价分值

设计单位

评价分值
评价规则

失信

行为

Ⅰ

1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单项工程违反 A类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总数达 2条及以上 -12 -12

一次性记分

2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单项工程违反 B类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总数达 3条及以上 -12 -12

3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不按照规划许可的要求提供用于施工的设计图纸并造成严重后

果的
-12 -12

4 在事后抽查及日常监管中，发现备案资料弄虚作假，存在挂靠、违法分包等行为的 -12 -12

5 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或相关法律法规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12 -12

Ⅱ

1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违反 A类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 1条 -6 -1

累计积分

2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不按照规划许可的要求提供用于施工的设计图纸，情节严重的 -6 -1

3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违反 B类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 1条 -4 -1

Ⅲ

1 在事前审查中发现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条文数或复审次数多的 -2 -1

2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不按照规划许可的要求提供用于施工的设计图纸 -2 -1

3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资料缺失导致无法开展抽查工作 -2 -1

4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性、消防安全性

质量承诺
-2 -1

5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绿色建筑设计质量承诺 -2 -1

6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装配式建筑设计质量承诺 -2 -1

7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超低能耗建筑设计质量承诺 -2 -1

8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无障碍环境建设设计质量承诺 -2 -1

9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人防工程设计质量承诺 -2 -1

10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相关国家、地方标准执行的质量承诺 -2 -1

11 在事后抽查中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未达到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情节严重的 -2 -1

12 在日常监管中发现其他违反相关建设工程质量法律法规的 -2 -1

守信行为 1 在事后抽查中单项工程未发现上述失信行为的 +1 +0.2
个人每年度最高 4分，

单位每年度最高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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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用类别 序号 评价内容
项目负责人

评价分值

设计单位

评价分值
评价规则

信用修复

1
项目负责人累计扣分达到 4分后，可参加北京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开展的专项质

量培训并考核通过，进行信用积分修复
+4 / 每年度最高 4分

2
勘察、设计单位累计扣分达到 8分后，可积极开展全员质量培训，加强内部质量管

理措施，依申请进行信用积分修复
/ +4 每年度最高 4分

注：本表格中所指单项工程指在北京市施工图数字化监管系统单次申报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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