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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文件

桂安职培训〔2022〕64 号

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关于举办金属

非金属矿山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

继续教育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

根据《关于做好注册安全工程师恢复注册有关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厅人事〔2017〕83 号）、《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类管理办法》

（安监总人事【2017】118 号）的规定和要求，注册安全工程师

注册和继续教育工作自 2017 年 10 月 31 日起恢复。为有序做好我

区 2022 年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册和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广西安全

生产职业培训中心定于2022年8月举办一期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

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注册安全工程师。

二、培训学时

注册安全工程师在每个注册周期内参加继续教育累计时间不

少于 48 学时，本期安排 24 学时。

三、培训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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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到时间：2022年8月9日9：00-11：30 ，14：30-18：00。

报到地点：南宁市兴宁区长堽路三里一巷 43 号广西安全生

产职业培训中心办公大楼 1 楼报到室（广西第一工业学校内），

报到室电话： 0771-5613219（仅报到当日咨询）。

上课地点：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办公大楼 18 楼教

室。

2、培训时间：2022 年 8 月 10 日至 12 日，共 3 天 24 学时。

3、报名办法：登录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官网

（http://www.gxapzx.com/）点击培训报名，或者关注我中心微信

公众号“广西安培”报名，报名时务必注明专业类别（道路运输安

全、金属冶炼安全、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化工安全、煤矿安全、

其他安全）。

4、乘车路线：地铁 3 号线东沟岭站 D 出口往前 200 米。

四、收费标准

培训学费、资料费、办证费等共 500 元/人。

中心招待所可提供食宿，费用由各单位按规定处理。电话：

0771-5613219。

五、银行账号

单位名称：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

账 号：451060707018010008166

开 户 行：交通银行南宁东葛西支行

六、培训证书

学员提交不少于 800 字的手写学习（工作）总结作为主要考核

材料，学习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给予继续教育课时证明。

七、其他注意事项

参加继续教育的学员请准备好以下资料：

http://www.gxa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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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清晰复印件各 1 份。

2、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双面清晰复印件 1 份。

3、近期白底免冠 1 寸同版彩色照片 2 张，其中 1 张贴在学员

档案，另 1 张贴在身份证复印件左上角。

4、已有继续教育证书的学员请上交继续教育证书原件。

八、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刘显坤 联系电话：0771-5600302

一楼学员报到室电话0771-5613219（报到当日咨询电话）

证书查询电话：0771-5618991

附件: 1.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个人信息录入表

2.培训班疫情防控要求

3.个人健康承诺表

4.个人 14 天内行程及健康监测情况表

5.学习总结

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

2022 年 6 月 28 日

抄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印 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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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注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个人信息录入表

填表说明：
一、参加继续教育的注安师务必填写个人信息，以便及时录入注
册安全工程师继续教育系统。

二、官网：http://www.gxapzx.com/ 广西安全生产职业培训中心

微信公众号：广西安培
联系电话：0771--5600302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注册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

http://www.gxa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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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培训班疫情防控要求

一、由培训班统一提供《个人健康承诺表和个人 14 天内行程及

健康监测情况表》，班主任提前收集核验相关参培人员（含教师、学

员、工作人员）的“三码”（即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记录）

情况，对健康码、行程码有异常的，一律不得参加培训。

二、严格落实各级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培训班务必做好测

体温、全程佩戴口罩、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健康监测、消杀通风

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三、严格执行《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进一步精

准做好反桂来桂人员及区内流动人员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新冠

防指发[2022]80 号）文件要求,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四、学员在开班前 14 天内有高、中风险地区（根据国家公布
为准）旅居史的，不能参加本期培训班。那坡县、靖西市、龙州
县、凭祥市、宁明县、东兴市、防城区、大新县边境县（市、区）
人员跨地区参加培训 ，需提供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证
明，其他地区人员凭绿码参加培训，无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学员开班前 28 天内有从境外地区返回的，不允许参加
培训班。

五、学员报到前 14 天内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鼻塞、流
涕、咽痛、腹泻等可疑症状，或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密切接
触的，或医学隔离、居家隔离尚未解除的，不能参加本期培训班。

六、学员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确定妥善安全的交通方式来报到，
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请务必全程做好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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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个人健康承诺表
为了你和大家健康，请如实告知填报，如隐瞒或虚假填报，将依法追究责任。

如实填写以下内容：

姓 名： 性别：□男 □女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码：

过去 14天内居住地址： 省（市、自治区） 市县（市、区）

户籍地址： 省（市、自治区） 市 县（市、区） 乡镇 （街道） 村（小

区） （门牌号）

单位及职务：

1.21天内是否有港台和国外旅居史。 □是 □否

2.14天内是否来自境外或到过有本土疫情的省(区、市)以及到过广西边境 8县(市、区)。 □是 □否

3.离邕返邕途中是否已做好自我防护自觉配合体温测量。 □是 □否

4.从外省市返邕前是否提前 24小时向单位及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报告，返邕前 48小时内是否做核酸

检测，抵邕后 12小时内是否向单位及居住地所在社区（村屯）报告。 □是 □否

5.从外省市返邕后是否按规定完成集中隔离观察、居家隔离观察、居家健康监测天数以及按规定应核酸检

测次数。 □是 □否

6.从广西边境 8县市区返邕前 48小时内是否做核酸检测，抵邕后是否做了核酸检。 □是 □否

7.14 天内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已知无症状感染者、居家隔离观察人员。 □是 □否

8.14天内是否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且未排除传染病感染。 □是 □否

9.14天内是否参加聚集性活动。 □是 □否

以上内容属实，如隐瞒、虚报，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

参加会议人员报到时请将此表交给会务组，谢谢配合！

人员签字：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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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个人 14 天内行程及健康监测情况表

序号 日期 体温
行程

备注
目的地 外出时间 返回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填报人（签字）：

报到时请将此表和个人健康承诺表交给班主任，谢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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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学习总结

姓名： 学号： 培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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