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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承装（修、试）企业许可申请

申请从事承装（修、试）的企业可以同时选择申请承装、承修、承试许可。

分别填写各类型申请资料。

1.1许可证新申请填报

1.1.1申请类别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系统首页“承装修业务许可申请”-“许可证新申

请”，显示业务填报流程制度选择页面如下：

[操作说明] 选择“告知承诺制”，点击“确认”，点击下一步并同意申请许

可证注册声明后则进入许可证新申请的[申请信息]页。

1.1.2申请信息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业务许可申请”-“许可证新申请”-“告

知承诺制”-“申请信息”。



[操作说明] 选择申请类型并选中对应等级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新申请填

报页；

ps：初次申请，承装修等级仅五级与四级可选。

1.1.3基本情况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系统首页‘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

“告知承诺制”，填写完“申请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填写必填信息，下载和上传附件“告知承诺书”后点击保存。

1.1.4技术负责人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告知承

诺制’-‘技术负责人’，如下图所示：



1) 按要求填写技术负责人基本信息；

2) 上传个人登记照；

3) 填写工作经历；

4) 保存技术负责人信息；



ps：技术负责人的从事电力设施安装/维修/实验管理的年限需在承装/承修/

承试中单独填写并保存。

1.1.5安全负责人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告知承

诺制’-‘安全负责人’，如下图所示：

1) 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

2) 上传“个人登记照”；

3) 添加个人“工作经历”；



4) 添加“培训经历”；

5) 点击“保存”。



1.1.6电力相关技术人员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告知承

诺制’-‘电力相关技术人员’，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电力相关技术人员，人数与具备相应等级的职称的人数 需要

与申请的许可证登记相匹配； 点击“＋”添加电力相关技术人员信息。

按要求填写人员信息并确认。



1.1.7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告知承

诺制’-‘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如下图所示：

点击“＋”添加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信息；

添加电工信息并确认保存。



1.1.8资料提交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告知承

诺制’-按要求填写完填报要求的必填资料，‘资料提交’，如下图所示：

按要求填写完信息可导出申请表—上传申请表—资料提交。

1.1.9申请废弃

企业用户登录系统，点击‘承装修许可业务’-‘许可证新申请’-‘告知承

诺制’-‘申请废弃’，如下图所示：

点击“废弃”并确认，可废弃本次申请。



1.2登记事项变更申请

已取得证书的企业可进行登记事项变更申请。

1.2.1申请类别

已取得承装修许可证的企业，点击“登记事项变更”，显示申请类别选择框，

如下图：

【操作说明】 点击“登记事项变更”，选择“告知承诺制”并点击“确定”，

同意“申请许可证注册声明”后进入登记变更填报页。

下图：申请许可证注册声明。

1.2.2基本情况

“登记事项变更”—“告知承诺制”—“基本情况”。



【操作说明】按要求填写基本情况并保存 1.“提交类型”可选择“法定代

表人提交”或“委托他人提交” 2.下载“告知承诺书”，按要求填写后上传“告

知承诺书”并点击“保存”。

1.2.3申请变更内容

“登记事项变更”—“告知承诺制”—“申请变更内容”。

【操作说明】根据需求修改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后点击“保存”。

ps：修改法人证件号，可同时修改法人证件类型。



1.2.4申请附件及明细

【操作说明】 下载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后上传申请表并提交申请；

ps：上传申请表前，需填写完“基本情况”与“申请变更内容”。

1.3许可事项变更申请

“首页”—“ 承装修业务许可申请”—“许可事项变更”。

1.3.1申请类型

“许可事项变更”—“告知承诺制”。

【操作说明】 选择告知承诺制，同意“申请许可证注册声明”后进入申请

信息页。



1.3.2申请信息

【操作说明】选择要变更的类型与等级，并点击“下一步”。

ps：

1.变更后许可证等级不可与变更前完全相同。

2.承装修试等级变更说明：按照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 ，

原许可等级为四级或者五级，许可变更最高升级为三级；原许可等级为三级，许

可变更最高升级为 二级；原许可等级为二级，许可变更最高升级为一级。



1.3.3基本情况

【操作说明】

1.按要求填写“申请人基本情况”。

2.填写“股权结构”，如下图。



3.下载“告知承诺书”，按要求填写后上传至附件。

4.点击保存。

1.3.4技术负责人

按要求填写技术负责人信息。



点击“＋”填写工作经历；

填写完毕技术负责人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1.3.5安全负责人

1) 填写基本信息，上传个人登记照；

2) 填写工作经历；



3) 填写培训经历；

4) 点击“保存”按钮。



1.3.6电力相关技术人员

点击“＋”添加电力相关技术人员信息。



1.3.7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

点击“＋”添加电工信息。

1.3.8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拥有三级及以上许可证的企业需要填报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1) 填写统计信息并保存；

2) 添加工程业绩表，点击“＋”；

ps：承装，承修，承试工程业绩表需分别填写，三级企业需填报两年相

应电压等级变电或线路维修验活动的业绩（承修） 与连续两年相应电

压等级变电或线路试验活动的业绩（承试）。



1.3.9资料提交

按要求填写完资料后，可导出申请表，填写完毕后上传申请表，并点击资料

提交。

1.3.10申请废弃

信息填写或操作有误，可点击废弃，申请废弃本次许可变更申请。

1.4许可证延续申请

已取得许可证的企业，可申请延续许可证期限。



1.4.1申请类型

点击许可证延续，选择告知承诺制，同意申请许可证注册声明后进入申请信

息页。

1.4.2申请信息

许可证延续可选择是否降级延续，选择后点击下一步；

选择“是”，可选择降级后登记，如下图：

选择“否”则维持当前等级，点击下一步进入填报页。



1.4.3基本情况

1) 填写申请人基本情况；

2) 添加股权结构信息；



3) 下载告知承诺书，填写后上传至附件；

4)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当前信息。

1.4.4技术负责人

按要求填写技术负责人信息；

点击“＋”填写工作经历。



填写完毕技术负责人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1.4.5安全负责人

1) 填写基本信息，上传个人登记照；

2) 填写工作经历；



3) 填写培训经历；

4) 点击“保存”按钮。



1.4.6电力相关技术人员

点击“＋”添加电力相关技术人员信息。



1.4.7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

点击“＋”添加电工信息。

1.4.8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拥有三级及以上许可证的企业需要填报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1) 填写统计信息并保存；

2) 添加工程业绩表，点击“＋”；

ps：承装，承修，承试工程业绩表需分别填写，三级企业需填报两年相

应电压等级变电或线路维修验活动的业绩（承修） 与连续两年相应电

压等级变电或线路试验活动的业绩。（承试）



1.4.9资料提交

按要求填写完资料后，可导出申请表，填写完毕后上传申请表，并点击资料

提交。

1.4.10申请废弃

信息填写或操作有误，可点击废弃，申请废弃本次许可变更申请。

1.5许可证注销申请

1.5.1申请类型

选择告知承诺制并确认。



1.5.2注销申请

1) 填写注销事项；

2) 下载告知承诺书与申请表并上传至附件；

3) 保存并提交资料；



1.6许可证补(换)证申请

点击许可证补(换)证申请,选择告知承诺制并确定。

1.6.1申请类型

1.6.2补换证申请

1) 填写补换证经办信息；

2) 下载告知承诺书与申请表并上传至附件；



3) 保存并提交资料。

1.7人员变更申请

点击人员变更申请，点击下一步。



1.7.1人员离职申请

选择需离职人员, 点击确认离职并确认。

1.7.2人员入职申请



1.7.2.1技术负责人入职

填写入职人员信息并提交。

1.7.2.2安全负责人入职

填写安全负责人信息并提交；

ps:安全负责人需专人专岗。

1.7.2.3电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入职

填写电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信息并提交。



1.7.2.4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

填写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信息并提交。

1.8分立申请

1.8.1申请类型

点击分立申请，选择申请类型。



选择告知承诺制并确定。

1.8.2申请信息

选择被吸收方企业,并点击下一步。



1.8.3基本情况

1) 填写申请人基本情况；

2) 上传告知承诺书；

3) 点击保存。



1.8.4技术负责人

按要求填写技术负责人信息；

点击“＋”填写工作经历。

填写完毕技术负责人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1.8.5安全负责人

1) 填写基本信息，上传个人登记照；

2) 填写工作经历；



3) 填写培训经历；

4) 点击“保存”按钮。



1.8.6电力相关技术人员

点击“＋”添加电力相关技术人员信息。



1.8.7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

点击“＋”添加电工信息。

1.8.8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拥有三级及以上许可证的企业需要填报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1) 填写统计信息并保存；

2) 添加工程业绩表，点击“＋”；

ps：承装、承修、承试工程业绩表需分别填写，三级企业需填报两年相

应电压等级变电或线路维修验活动的业绩（承修） 与连续两年相应电

压等级变电或线路试验活动的业绩（承试）。



1.8.9资料提交

1.9合并申请

1.9.1申请类型



1.9.2基本情况



1.9.3技术负责人



1.9.4安全负责人

1.9.5电力相关技术人员



1.9.6电力相关专业技能人员

1.9.7规定年限内主要业绩



1.9.8资料提交

1.10业务办理终止申请

首页—[业务办理终止申请]。

【查看】查看本次申请的填报信息。



【终止申请】终止本次申请，可终止状态为【填报中】与【形审】的申请，初审

已通过的申请无法通过终止申请按钮终止。

【撤销申请】已提交的申请，可通过撤销申请，上传撤销申请材料后，提交撤销

申请。



1.11事中事后核查材料上传

首页--【我的待办】（可点击【更多】进入待办页，点击办理上传核查附件）

操作步骤：点击该条待办，或在待办列表中点击【办理】按钮，上传核查材

料。

说明：企业提交申请业务，内网审核通过后，根据相关规定由审批系统向企

业发送事中事后核查通知，企业上传核查材料。如：许可证申请业务，为全覆盖

核查。

【我的待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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