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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和网络服务平台使用

操作手册

一、概述

为配合做好《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GA990—2012）、《爆破作

业项目管理要求》（GA991—2012）、《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GA53

－2015）的实施，新版许可证件的启用，现将民爆许可申请平台与数据上报系统

和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的流程、功能改进的操作功能如下。

（一）系统在使用前，需要进行 IE 浏览器设置

打开 IE 浏览器工具internet 选项安全受信任站点（可信站点）站点将“对

该区域中的所有站点要求服务器验证”项目的“√”标记取消，并在“将该网站添加到区域

中”输入业务网址（http://222.247.57.110:9999/mbxtwlfwpt），点击“添加”后，点击“确

定”按钮，如下图：

点击“自定义级别”按钮，将 ActiveX 控件和插件中各项均设置为启用，如下图：

http://222.247.57.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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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IE 浏览器工具internet 选项兼容性视图设置，将 http://222.247.57.110

添加到兼容性视图中的网站，否则一些操按键可能不起作用（由于 IE 浏览器版本的不同，

兼容性视图设置功能的所在位置可能不同，IE6 不需要进行兼容性视图设置）

注意：

1、添加可信站点时对话框下面“对该区域所有站点要求服务器验证”此项不能勾选。

2、此项只在第一次使用系统前设置，以后重装系统或更改网址时须重新设置。

3、添加成功会在主页面下端显示 可信站点并有“√”标记。如未设置成功，

系统将无法正常登录。

4、需要将网络平台地址设置为兼容性视图。

http://222.245.57.110
http://222.245.5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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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组成与流程介绍

（一）系统组成

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在原系统的基础上，增加许可申请审批流程，

并将系统的许可证修改为新版许可证件式样；

民爆许可申请平台与数据上报系统：（以下简称网络服务平台）从业单位使

用。通过本系统，从业单位可查询民爆业务办理流程、下载申请表、申请许可证、

上报数据等。

（二）系统流程

系统流程主要包括：

1、《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审批流程

流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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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单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提交电子申请信息，并打印。申请信息中，

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的“许可证编号”栏应填写新版《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编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的“许可证编号”栏填写旧版《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编号即可。申请单位提交申请信息后将获得一个申请号。通过该号，申请单位可

在网络服务平台查看审批进度；

2）申请单位准备书面材料，提交到单位所在地的市级公安机关；

3）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地市级公安机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设置

为“受理”状态，并打印《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在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对

该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审批意

见，修改“受理”状态为“批准”状态，同时在系统中保存单位信息，并打印《爆

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交给申请人；对不符合条件的，在民爆信息管

理系统中修改“受理”状态为“不批准”状态，写明原因，并打印《行政许可事

项不予批准通知书》，交给申请人；

4）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公安机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修改状态

为“不受理”，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对于缺少申请材料的，

打印《行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

2、《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请、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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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1）申请单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提交电子申请信息，并打印。申请信息中，

爆破员、安全员、保管员的“许可证编号”栏应填写新版《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编号，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的“许可证编号”栏填写旧版《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编号即可。申请单位提交申请信息后将获得一个申请号。通过该号，申请单位可

在网络服务平台查看审批进度；

2）申请单位准备书面材料，提交到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

3）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省级公安机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设置为

“受理”状态，并打印《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在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不

包括现场审查时间）对该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可采用形式审查、现场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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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需要现场审查的，公安机关应将所需时间录入系统

中。申请单位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查看现场审查时间。审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可

通过民爆信息管理系统查看申请单位的爆破作业项目信息、人员信息。对符合条

件的，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录入审查意见，修改“受理”状态为“批准”状态，

同时系统保存单位信息，并打印《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交给申请人。

对不符合条件的，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修改“受理”状态为“不批准”状态，

写明原因，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通知书》，交给申请人；

4）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省级公安机关不予受理，在民爆信息管理

系统中设置为“不受理”状态，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交给

申请人。对于缺少申请材料的，打印《行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交给申请人；

3、《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变更流程

流程说明

1）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发生变化或者单位名称、地址发生变化时，应

当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

续，并打印出申请材料；

2）申请单位准备书面材料，提交到原审批机关；

3）公安机关审查后，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变更操作：更新单位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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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信息，注销原证，换发新证。新证的证号与原证号一致，有效期同原证。

4）如果是进行单位名称的变更，原来的操作是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先向省厅

提出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变更单位申请，完成技术人员的变更后，再进行爆破作业

单位名称的变更。升级后的流程是单位直接提交爆破作业单位名称变更申请，审

批机关审批后，打印新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并通过系统首页的目前有多少爆

破作业人员许可证需要重新打印。通过此功能重新打印爆破工程技术人员许可证

即可。即以后因涉及爆破作业单位名称变更的情况，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不再单独

提出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变更申请。

4、《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换证申请

流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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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年。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爆破作

业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向原审批机关提出换证申

请，并打印出申请材料；

2）申请单位将书面材料提交到公安机关。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公安机

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修改状态为“受理”，并打印《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

书》；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为“不受理”，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

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缺少申请材料的，打印《行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

3）公安机关审查通过后，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将状态修改为“批准”，注

销原证，换发新证。审查不通过的，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将状态修改为“不批

准”，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通知书》，交给申请人。

5、《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及三大员首次领证）申请、

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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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1）申请人（或爆破作业单位）登录本单位所在地省份的网络服务平台，选

择“人员管理->人员许可证申请”，选中“《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初次申领”选

项），录入申请人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会验证该人员的

从业经历、业绩是否符合要求，且需在上图中输入“学籍在线验证码” 后，点

击“验证”按钮，验证学历是否真实、是否符合要求。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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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电子申请，并打印书面材料。申请人提交申请信息后将获得

一个申请号。通过该号，申请人可在网络服务平台查看审批进度；

2）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声明

将打印出来的纸质申请表交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人

将书面材料提交到公安机关。

3）县级公安机关背景审查

将经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的纸质申请表提交给单位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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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的县级公安机关，由县级公安机关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背

景审查。

申请信息在网络服务平台提交后，会自动上传至《爆破作业人员比对核查模

块》进行验证，验证该人员是否为在逃、涉恐、涉毒、违法犯罪、不在人口库的

人员，并在次日上午 9:00 前返回比对结果至全国人员库。

县级公安机关登录《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选择“人员管理->人员

许可证申请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在查询列未点进行审查。县级

公安机关在上图中填写审查人，选择审查状态，审查意见栏填写审查意见，点击

“确定”按钮提交。审查状态选择“审查通过”时，系统会自动连接全国人员库

验证该人员是否为在逃、涉恐、涉毒、违法犯罪、不在人口库的人员，不属于此

类人员的，在纸质申请表上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交还给爆破作业单位。

对审查后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为“审查不通过”，并打印《行政许

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缺少申请材料的，打印《行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

4）考核

爆破作业单位将本单位所有经县级公安机关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的申

请表以及《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中 8.2.1.2 规定的材料交由单位

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公安机关。

市级公安机关组织对申请参加考核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考核结束后，由考

核专家组在纸质申请表上的“考核意见”栏填写考核结果并签名。

5）审批

市级公安机关登录《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选择“人员管理->人员

许可证申请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在查询结果中进行受理、审批事

项；

受理未通过的，受理状态选择“不予受理”，并填写不予受理的原因，打印

《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受理通过的，受理状态选择“已受理”，打印

《行政许可事项受理通知书》。受理通过后，系统跳转到审批界面，点击未审批

进行审批

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审批状态选择“审批不通过”，并在审批意见栏填写审

批不通过的原因，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考核结果合格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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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状态选择“审批通过”，并填写审批意见，打印《行政许可事项批准决定书》。

6）打印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市级公安机关选择“人员管理->人员许可证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

询”按钮，在查询结果中打印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爆破作业人员根据人员许可

证办理进度查询，到审批机关领取新的《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5、《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及三大员到期换发）申请、

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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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期换发申请

在《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期满前 30 日内，爆破作业单位登录本单位所在

地省份的《民爆信息系统网络服务平台》，选择“人员管理->人员许可证列表”，

在人员许可证列表中，点击“延期”按键，进行延期申请。

2）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声明

将打印出来的纸质申请表交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本单位印章。申请人

将书面材料提交到公安机关。

3）县级公安机关背景审查

将经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的纸质申请表提交给单位所在地

设区的县级公安机关，由县级公安机关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背

景审查。

申请信息在网络服务平台提交后，会自动上传至《爆破作业人员比对核查模

块》进行验证，验证该人员是否为在逃、涉恐、涉毒、违法犯罪、不在人口库的

人员，并在次日上午 9:00 前返回比对结果至全国人员库。

县级公安机关登录《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选择“人员管理->人员

许可证申请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在查询列未点进行审查。县级

公安机关在上图中填写审查人，选择审查状态，审查意见栏填写审查意见，点击

“确定”按钮提交。审查状态选择“审查通过”时，系统会自动连接全国人员库

验证该人员是否为在逃、涉恐、涉毒、违法犯罪、不在人口库的人员，不属于此

类人员的，在纸质申请表上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交还给爆破作业单位。

对审查后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为“审查不通过”，并打印《行政许

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缺少申请材料的，打印《行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

4）审批

市级公安机关登录《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选择“人员管理->人员

许可证申请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在查询结果中进行受理、审批事

项；

受理未通过的，受理状态选择“不予受理”，并填写不予受理的原因，打印

《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受理通过的，受理状态选择“已受理”，打印

《行政许可事项受理通知书》。受理通过后，系统跳转到审批界面，点击未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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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批

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审批状态选择“审批不通过”，并在审批意见栏填写审

批不通过的原因，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决定书》；考核结果合格的，审

批状态选择“审批通过”，并填写审批意见，打印《行政许可事项批准决定书》。

5）打印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市级公安机关选择“人员管理->人员许可证查询”，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

询”按钮，在查询结果中打印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爆破作业人员根据人员许可

证办理进度查询，到审批机关领取新的《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

5、《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及三大员变更单位）申请、

审批流程

1）爆破作业人员变更工作单位时，需要先将原证件交回原发证机关，由原

发证机关注销此爆破作业人员（避免一个爆破作业人员同时持有多本作业人员许

可证）

2）爆破作业人员或在新的爆破作业单位下申请单位变更，输入原证件号码

及原证件单位名称，进行申请如图

3）审查、受理、审批、打印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等功能与上述到期换发流

程相同，请参考到期换发流程。

5、《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提高资格等级）申请、审批

流程

1）此项仅适用已经取得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的爆破工程持术人员升级资格

等级。

2）登录本单位所在地省份的《民爆信息系统网络服务平台》，选择“人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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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许可证列表”，在人员许可证列表中，点击提高资格等级”，进入申请表

录入页面。

3）此类情况需要在线验证学历及工作履历，并参加提高资格等级考核，具

体流程请参考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首次领申请流程，流程图如下：

6、《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申请、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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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说明

1）购买单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提出购买许可证申请，并打印出书面材料；

2）申请单位将书面材料提交到县级公安机关。县级公安机关通过民爆信息

管理系统查看提交的购买许可证申请。对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为“受

理”，并打印《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

为“不受理”，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缺少申请材料的，打

印《行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公安机关可跳过此步骤，直接进行下面的审批

操作；

3）县级公安机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对受理的购买许可证申请在 5日内

进行审查。对审查通过的，将状态修改为“批准”；对审查不通过的，将状态修

改为“不批准”，需写明原因，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通知书》，交给申

请人；

4）购买单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查看受理、审查结果。对审查通过的，可到



17

公安机关开具购买许可证（写卡、打印）。

7、《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申请、审批流程

流程说明

1）收货单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提出运输许可证申请，并打印出书面材料；

2）申请单位将书面材料提交到运达地所在县级公安机关。对符合受理条件

的申请，县级公安机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修改状态为“受理”，并打印《行

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为“不受理”，并

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缺少申请材料的，打印《行政审批事

项补正通知书》。公安机关可跳过此步骤，直接进行下面的审批操作；

3）县级公安机关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对受理的运输许可证申请在 3日内

进行审查。对审查通过的，将状态修改为“批准”；对审查不通过的，将状态修

改为“不批准”，需写明原因，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通知书》；

4）收货单位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查看受理、审查结果。对审查通过的，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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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开具运输许可证（写卡、打印）。

8、爆破作业合同备案流程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接受委托实施爆破作业，与建设单位签订的爆破作业合

同信息，应录入到网络服务平台中。合同信息将转移到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

统中备案。

9、爆破作业项目申请、审批流程

流程说明

1）爆破作业单位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 500 米范围内实施爆

破作业，或者实施 B级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需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提出爆破作业

项目申请，并打印出书面材料；

2）申请单位将书面材料提交到爆破作业所在地市级公安机关。对符合受理

条件的申请，市级公安机关在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中修改状态为“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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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打印《行政审批事项受理通知书》；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修改状态为“不

受理”，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对缺少申请材料的，打印《行

政审批事项补正通知书》；

3）市级公安机关对爆破作业项目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在民爆信息管理

系统中将状态修改为“批准”；审查不通过的，在民爆信息管理系统中将状态修

改为“不批准”，需写明原因，并打印《行政许可事项不予批准通知书》，交给申

请人；

4）申请单位可通过网络服务平台查看申请的受理、审查情况。

5）爆破作业项目完工后，市局需要进行完工确认（只有进行完工确认后，

爆破作业单位才能进行爆破作业备案）

10、爆破作业业绩档案管理流程

爆破作业单位在爆破作业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需要将本单位从事爆破作业

活动的有关情况录入到网络服务平台中。该信息将转移到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

系统中，形成爆破作业业绩档案。（按爆破作业项目备案表式样）

三、系统功能介绍

（一）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新增功能和需要完善的功能）

1、完善许可证件编号规则、式样和信息内容：目前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

系统中的《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购买

许可证》、《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与新版许可证的编号规则、式样和信息内

容存在一定的差别，需完善；

2、增加许可证申请受理、审批、发放功能：系统增加《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证》、《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民用爆破物品购买许可证》、《民用爆破物品运输

许可证》等证件申请的受理、审批、发放功能；

3、增加许可证变更功能：《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信息发生变化时，从业单

位应向公安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公安机关审查材料后变更许可证信息，并换发新

证；

4、增加许可证换证申请受理、审批功能：《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有效期满

需要延期的，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换证申

请。公安机关受理、审批通过后，换发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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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办公提醒功能：对爆破作业单位提交的许可证申请、变更申请、换

证申请等进行办公提醒；

6、爆破作业项目申请受理、审批功能：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

施 500 米范围内实施爆破作业，或者实施 B级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须向爆破作

业所在地市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公安机关对爆破作业项目申请进行受理、审批，

并发放批准通知书（019 式样）或不予批准通知书（020 式样）；

7、爆破作业业绩档案管理：公安机关可查看爆破作业单位的爆破作业情况

和合同情况；

8、完善安全监管功能：按分级管理的办法，完善安全监管功能。

（二）网络服务平台

1、业务办理指南：此功能在系统首页，用户无需登录即可查看。办理指南

包括：《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办理、《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

性）办理、《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变更办理、《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换证办理、

《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办理、《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办理、《民用爆炸物

品运输许可证》办理、爆破作业项目申请等；

2、业务申请表下载：此功能在系统首页，用户无需登录即可下载业务申请

表。包括：《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表、《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营业性）申请表、《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申请表、《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

申请表、《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申请表、爆破作业项目申请表等；

3、政策、法律法规：此功能在系统首页，用户无需登录即可查看民用爆炸

物品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信息由系统管理员录入；

4、《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营业性）申请：申请单位填写完规定的信息

后，公安机关即可通过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管理系统查看，并进行受理、审批、发

放证件等操作。单位可随时通过本系统查看申请的受理、审批情况；

5、《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请：同《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非

营业性）申请；

6、单位详细信息查看：爆破作业单位审批通过后，即可通过系统查看本单

位的详细信息、许可证信息；

7、《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变更申请：爆破作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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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生变化或者单位名称、地址发生变化时，应当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通

过系统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单位可随时通过本系统查看变更申请的

处理情况；

8、《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换证申请：《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的有效期为

3 年。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爆破作业单位应当在有效期届满 60 日前向原审批

机关提出换证申请。单位可随时查看换证申请的受理、审批情况；

9、《爆破作业人员许可证》申请：这里不包括爆破工程技术人员的申请。申

请人（或所在单位）填写完规定的信息后，公安机关即可查看，并进行受理、审

批、发放证件等操作。申请人（或所在单位）可随时查看申请的受理、审批情况；

10、《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申请：申请单位填写完规定的信息后，公

安机关即可查看，并进行受理、审批、发放证件等操作。单位可随时查看申请的

受理、审批情况；

11、《民用爆炸物品运输许可证》申请：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许可证》申

请；

12、爆破作业合同备案：爆破作业单位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后，需在 3日内

将合同信息录入系统中；

13、爆破作业项目申请：爆破作业单位在城市、风景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

500 米范围内实施爆破作业或 B级以上爆破作业项目的，需向爆破作业所在地市

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单位可随时查看申请的受理、审批情况；

14、爆破作业情况登记：爆破作业单位在爆破作业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将

本单位从事爆破作业活动的有关情况录入系统中备案（应用爆破作业项目备案表

式样）；

附录一

学历验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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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指定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为学历证书查询唯一网站，

该网站能查询 2002 年以来国家承认的各类高等教育学历。申请办理《爆破作业

人员许可证》的人员在该网站注册，并申请在线验证报告获取在线验证码，操作

步骤如下：

1、访问“学信档案”（my.chsi.com.cn）注册帐号。

2、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后，点击左侧菜单中的“在线验证报告 高等学籍”

进入学籍在线验证。

3、点击“申请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中文版”申请。

4、选择在线验证报告有效期、支付方式等，支付完毕后，页面返回在线验

证码。

申 请 成 功 后 ， 在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输 入 http://www.chsi.co

m.cn/xlcx/bgcx.jsp，输入在线验证码，可查询《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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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网中心、内网中心使用说明

V2.3

一、目的。

由于民爆系统结构复杂，涉及人员、单位、许可证、业绩、从业

时间等诸多信息需要从各省、各省部、各中心之间进行信息同步，因

此难免会有遗漏或信息异常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系统提供外网

中心、内网中心同步功能，使小部分异常信息通过信息化功能进行手

工自动同步，达到解决用户问题的目的。

二、登陆方法。

外网中心：http://www.mbxsa.com:8088/mbsjzx_ww

内网中心：http:// 10.1.6.87:9099/bjxtglzx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外网中心、内网用户名和密码一致。

三、使用方法。

（1）同步人员状态。

为解决外网中心与网络服务平台人员状态和人员许可状态不

一致问题，在外网中心加了人员状态修改功能（主要针对跨省变更单

位的人员，状态不同步系统提示 XX省 XX 证件有效，无法变更）。

登陆后如下图所示：



点击“人员信息操作”，会进入下图界面：

点击“人员状态修改”，如下图：

人员信息操作-人员状态修改菜单中：

A） 左上角显示查看人员许可证信息，输入人员作业证编号，

或人员许可证编号可查询状态。

B） 点击左上角显示查询人员信息，输入人员许可证编号，可

查询人员状态。



以下图为例人员，同步外网中心与当地省份人员、人员许可证

状态：

点击编辑，进入修改页面，如果外网中心（人员状态或人员许可

证状态）与网络服务平台不一致，则修改按钮为可点击状态，如果一

致，则修改按钮置灰，不可更改如图

点击修改即可保存成功：



如果与原省份一致，修改按钮会变成灰色：

按同样步骤，同步“人员许可证状态”

内网中心界面（使用方法与外网中心类似）：

（2）同步爆破工程技术人员业绩。

在实际应用中，数据的流向如红线所示：



如果传输过程中数据丢失会导致人员业绩信息不足，从而影响从

业人员升级。本功能即可直接将外网中心与人员业绩省份信息进行同

步。

首先，登陆外网中心主界面，选择“人员业绩修改”

然后输入省份、姓名、身份证进行查询：



上图说明该人员业绩正常。不正常的情况包括：

A）中心业绩数量，比省里少。

B）中心业绩状态，与省里不一致。

这时只需点击“同步”按钮即可解决。

内网中心界面（使用方法与外网中心类似）：

（3）手持机开通临时上报。

由于手持机升级机制（新版本、库房人脸等）导致部分省份网络

服务平台无法接收数据的情况，可以临时开通三天接收数据。登陆主

页面，点击“手持机设置查询”：



进入如下界面：

点击“设置”（如果想查询这个单位开通过几次，输入单位代码点击

“查询”即可）。

上图中信息填全后，点击保存即可开通三天（立即生效，三天内

都可上报、接收、确认）

（4）学籍信息录入。

首先一定要弄清楚学籍验证码是否能用，登陆 www.chsi.com.cn



自行验证一下。

确认无误后，请使用“学籍信息录入”功能

然后查询到对应的学籍验证码，按下图对应位置，复制，粘贴！



以上面的例子为准，填写信息格式必须是：

在线验证码：267108820988

学籍状态：毕业(毕业日期：2020 年 07 月 01 日)

公民身份证号码：410325198704062055

文化程度：本科

随后点击回传按钮，即可完成手工验证。

（5）学历信息录入。

输入三段的“高等学历验证码”，查询：



点击“编辑”

在浏览器输入以下字符串，并替换掉红色部分（以

8718648-11-23C4B89E为例）

https://www.chsi.com.cn/xlrz/bgcx.jsp?v=9567184-11-D96

CD4A0



在外网中心输入对应的学历信息：

以上图为例（请注意：部分学历认证报告中信息可能与上图不一

致，请一定严格按下面的格式填写）：

姓名：按实际填写

公民身份证号码：按实际填写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73 年 06 月 09 日

证书编号：9740075

报告编号：9567184

学历（层次）：本科

学籍状态：(毕业日期：1997 年年 07 月)毕业

保存，点击回传

技术服务部

王晓阳

202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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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02 年之前学历认证申请操作步骤 

 

认证前需准备材料： 

1. 学历证书原件彩色电子版 

2. 身份证原件彩色电子版 

3. 其他档案材料，请参考文末“认证申请所需材料清单” 

4. 认证范围：研究生、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网络教育、开放教

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 

第一步 打开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

点击“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下方“如何申请”选项 

 



 

 2 

 

第二步 进入页面后，点击左上角“网上申请”选项 



 

 3 

 

第三步 点击进入网上申请系统 



 

 4 

 

 

 

第四步 注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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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学信网账号的，到此步可直接登录。忘记密码或用户名的可点击

左下方“找回用户名”或“找回密码”进行找回，用户名一般为本人

身份证号或手机号。无账号的点击右下角“注册”按钮进行注册。注

册成功后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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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 登录成功后可能会出现此页面，点击右上角将其关闭即可正

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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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 点击“申请认证”选项，在下方选择“新申请” 

 

第七步 申请目的选择“单位人事”，申请项目勾选“高等学历认证”，

点击下一步

 

 

第八步 点击“添加”选项，填写相应的个人信息和学历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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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后点击下一步

 

第九步 上传电子附件。各类学历请对照要求，确定需要上传的电子

附件，如需本人人事档案材料，请编辑 OA邮件列清所需材料清单，

发至组织部郝艳春邮箱。上传电子附件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按照

网站提示填写申请人信息并提交申请。申请成功后一般会在两周内收

到学信网发来的电子邮件。请将收到的认证报告彩色打印后，送交组

织部。 

注：如有问题，请联系组织部：郝艳春 

办公电话：67903546             

认证申请所需材料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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