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各业务类型水平评价申请基本条件及材料要求 

一、 调查评估类 

(一) 基本条件： 

a) 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拥有固定的

工作场所；  

b) 主要技术负责人须具有 5 年以上的污染地块调查评估

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业经验，并拥有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土壤、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 

c) 须具有从事污染地块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

业经验超过 3 年以上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3 人，且上述

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壤、水文

地质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职称； 

d) 申请单位从 2016.6~2019.6 期间累计完成 3 个及以上污

染地块调查评估项目，其中至少在浙江省内开展过 1

个污染地块调查评估项目。 

e) 2016.6~2019.6 期间无不良记录。 

(二) 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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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1、水平评价申请书；

2、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

3、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

明)；4、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5、申请水平评价诚

信承诺书；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7、其他可以

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资质证书、专利、奖项等）。 

b) 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1、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负

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

职称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2、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

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 

c) 从业单位业绩情况：1、项目中标通知书（非招投标项

目不用提供）、合同、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备案意

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明材料；2、承接项目所在地环

保部门的推荐意见（一年有效）。 

d) 完成项目质量情况（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 3个）：

1、调查评估项目介绍（基本情况介绍、项目先进性、

项目合同额等）；2、调查评估工作方案、正式报告、

专家意见以及环保局备案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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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案编制类 

(一) 基本条件： 

a) 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拥有固定的

工作场所和实验场所，具备开展修复技术路线比选小

试、中试等工作的硬件条件；  

b) 主要技术负责人须具有 5 年以上的污染地块调查评估

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业经验，并拥有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土壤、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 

c) 须具有从事污染地块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

业经验超过 3 年以上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3 人，且上述

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壤、水文

地质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职称； 

d) 申请单位在 2016.6~2019.6 期间累计开展并已完成 3 个

及以上污染地块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其中至少 1 个项

目为浙江省内污染地块修复方案编制项目。 

e) 2016.6~2019.6 期间无不良记录。 

(二) 材料要求： 

a) 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1、水平评价申请书；

2、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

3、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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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4、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5、申请水平评价诚

信承诺书；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7、其他可以

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资质证书、专利、奖项等）。 

b) 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1、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负

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

职称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2、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

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 

c) 从业单位业绩情况：1、项目中标通知书（非招投标项

目不用提供）、合同、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备案意

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明材料；2、承接项目所在地环

保部门的推荐意见（一年有效）。 

d) 完成项目质量情况（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 3个）：

1、修复方案项目介绍（基本情况介绍、修复技术必选

与先进性、项目效益等）；2、修复技术方案、专家意

见以及环保局备案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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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程施工类 

(一) 基本条件： 

a) 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拥有固定的

工作场所；  

b) 须具有至少 5 名以上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环境工程

或者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 

c) 须具有至少 1 名环境保护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注册

环保工程师，且具有 5 年以上污染地块修复工程从业

经验。 

d) 须具有至少 2 名以上注册建造师，且上述人员具有 3

年以上污染地块修复工程从业经验。 

e) 须具有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少于 10人，

且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

员（预算员）、资料员等人员齐全。 

f) 所有配备人员必须提供单位社保等相关在岗证明材料

及相应的资质证书。（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包括：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机械员、

劳务员（预算员）、资料员） 

g) 申请单位在 2016.6~2019.6 期间累计完成 2 个及以上修

复工程项目实施，并且其中至少 1 个项目为浙江省内

修复工程实施业务。 

h) 2016.6~2019.6 期间无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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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材料要求： 

a) 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1、水平评价申请书；

2、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

3、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

明)；4、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5、申请水平评价诚

信承诺书；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7、其他可以

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资质证书、专利、奖项等）。 

b) 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1、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

配备人员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

职称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2、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施

工配备人员在职证明材料。 

c) 从业单位业绩情况：1、项目中标通知书（非招投标项

目不用提供）、合同、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备案意

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明材料；2、承接项目所在地环

保部门的推荐意见（一年有效）。 

d) 完成项目质量情况（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 2个）：

1、修复工程项目介绍（基本情况介绍、项目先进性、

项目合同额等）；2、修复工程实施方案、竣工报告、

专家意见以及环保局备案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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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监理类 

(一) 基本条件： 

a) 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拥有固定的

工作场所，符合国家和浙江省从事工程监理行业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 

b) 工程监理过程配有专门的环境监理负责人，且具有 5

年以上的污染地块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业

经验，并拥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壤、水文地质

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

上职称； 

c) 须具有从事污染地块环境监理工作经验超过 3 年以上

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5 人，且上述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环

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壤、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本科

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d) 申请单位在 2016.6~2019.6 期间开展并完成 3 个污染地

块修复工程监理相关项目，其中至少 1 个项目为浙江

省内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监理相关项目； 

e) 2016.6~2019.6 期间无不良记录。 

(二) 材料要求： 

a) 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1、水平评价申请书；

2、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

3、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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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4、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5、申请水平评价诚

信承诺书；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7、其他可以

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资质证书、专利、奖项等）。 

b) 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1、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负

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

职称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2、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

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 

c) 从业单位业绩情况：1、项目中标通知书（非招投标项

目不用提供）、合同、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备案意

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明材料；2、承接项目所在地环

保部门的推荐意见（一年有效）。 

d) 完成项目质量情况（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 3个）：

1、工程监理项目介绍（基本情况介绍、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监理要点等）；2、监理工作方案、监理报告、专

家意见以及环保局备案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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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效果评估类 

(一) 基本条件： 

a) 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拥有固定的

工作场所；  

b) 主要技术负责人须具有 5 年以上的污染地块调查评估

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业经验，并拥有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土壤、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 

c) 须具有从事污染地块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相关领域从

业经验超过 3 年以上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3 人，且上述

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土壤、水文

地质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职称； 

d) 申请单位在 2016.6~2019.6 期间开展并已完成过 3 个污

染地块效果评估项目，其中至少 1 个项目为浙江省内

污染地块效果评估项目。 

e) 2016.6~2019.6 期间无不良记录。 

(二) 材料要求： 

a) 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1、水平评价申请书；

2、法人资格证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

3、工作场所证明(房产证明、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

明)；4、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5、申请水平评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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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承诺书；6、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7、其他可以

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资质证书、专利、奖项等）。 

b) 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1、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负

责人)身份证明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

职称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2、相关技术人员(含技术

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 

c) 从业单位业绩情况：1、项目中标通知书（非招投标项

目不用提供）、合同、当地环保部门出具的环保备案意

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明材料；2、承接项目所在地环

保部门的推荐意见（一年有效）。 

d) 完成项目质量情况（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 3个）：

1、效果评估项目介绍（基本情况介绍、项目先进性、

项目合同额等）；2、效果评估工作方案、正式报告、

专家意见以及环保局备案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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