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闽特检〔2017〕128 号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关于推行电梯 

施工过程监督检验网络预约报检制度的通知 
 

各电梯施工单位： 

    为了进一步规范电梯施工过程报检程序，提升我院的电梯监

督检验效率和服务水平。近期我院开发上线了“福建省特种设备

网络报检平台”（以下简称“报检平台”），从 11 月 5 日起在全省

各地市推行电梯施工过程监督检验网络预约报检制度，现将具体

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工作要求 

    1、在我省内（不含厦门）施工的电梯施工单位应按照本通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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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的 要 求 在 我 院 的  “ 报 检 平 台 ” 上

(http://27.151.117.65:9999/sdn)提交报检资料和预约检验。

我院原则上将不再受理电梯施工单位的纸质报检资料，不受理电

梯施工单位的电话或者口头预约检验。 

2、根据质检总局的《电梯监督检验与定期检验规则》（第 1

号、2 号修改单）（TSG7001-2009）和我院的检验工作要求，检

验人员应至少 3次到现场实施查验。如检验人员在第 1 次到现场

查验时发现电梯未经检验已开始施工，导致隐蔽工程无法检验

的，电梯施工单位应将已施工的工程恢复原状。否则，检验人员

将书面发出中止检验的《检验意见书》，并按相关规定上报当地

特种设备监察机构处理。 

二、具体程序 

1.各电梯施工单位应先登陆“福建省特种设备动态监管平

台” http://27.151.117.69:8600/WebContent/login/login.jsp

办理网上开工告知。 

2.各电梯施工单位在省特检院 “报检平台”上签订监检协议，

提交报检资料，电梯施工过程报检需提交的资料如下： 

a、电梯制造许可证； 

b、电梯安装许可证； 

c、安装人员信息汇总表；（非本省培训发证的人员须提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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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扫描件）； 

d、制造单位授权书（若有时）； 

e、安装单位变更确认函（若有时）； 

f、缴款凭证。 

3.各电梯施工单位通过“报检平台”签订监检协议后，需

要到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及各分院窗口开具缴费通知书

办理缴款事项，最迟应在第 3 次预约报检之前将缴费凭证上传

到“报检平台”，否则第 3 次预约将不能受理。 

4.网上报检受理成功后，各电梯施工单位可以根据施工进

度，在项目施工到停止点时，至少提前 2 天在“报检平台”上

向我院预约检验。 

5.我院将在预约受理成功后 3 个工作日内安排检验人员

到现场实施监检。特殊情况不能到场实施检验时将与电梯施工

单位协商说明原因，最长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6.各电梯施工单位“报检平台”的详细操作说明见附件 1。 

三、其他事项 

1.省外获得资格许可第 1 次在我省内施工的电梯施工单位

应先到福建省数字证书受理中心办理 CA 电子证书(福建省特种

设备网络申报系统数字证书及电子印章办理流程：

http://www.fjeseal.com.cn/ProjectInfo.aspx?id=137&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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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公园路 188 号，联系电话：

0591-968975)。然后在“福建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联系

电话：0591-88700705）开通账号和密码，方可办理网上开工告

知和网络报检。  

2.电梯施工单位至少应当在以下三个安装阶段通过“报检

平台”预约报检：第一阶段，电梯现场到货开箱后，施工人员

进场准备开始安装时；第二阶段，驱动主机和井道导轨安装结

束并自检合格后；第三阶段，电梯整机安装调试完毕，并自检

合格后。 

3.预约申报实行黑名单排序制。各电梯施工单位应根据施

工情况如实预约申报检验，经检验人员证实属于恶意预约申报

或者预约后又无法实施检验的，该单位将被列入预约系统排序

黑名单，会影响以后的预约申报时限。 

4.网络报检如遇平台的技术问题，请联系技术支持：

0591-88700705。省特检院及各分院地址及联系电话如下：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 

福州市仓山区卢滨路 370 号 968829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莆田分院 

莆田市荔城区东圳东路三亭街

189 号 

0594-2631986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泉州分院 

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街 251 号 0595-28070002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

究院漳州分院 

漳州市芗城区芝山路 22 号 0596-252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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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特种设备网络报检平台操作手册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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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登录界面及登录网址 

注册流程:插入 CA 证书—点击证书登录—会弹出另一个界面—

填写完相关数据点注册即可 

注册时的注意事项：1.用户名汉字不得超过五个字，建议使用

数字或字母  2.注册时单位名称是自动跳出的，如果没跳出就说

明检验平台上没有该单位的信息，需要找相关工作人员将单位新

增进去 

 

 



 

http://27.151.117.65:9999/sdn/ 

注：初次使用平台前请先点击 按钮安装客户

端 

 

 
登录之后的首界面 

http://192.168.104.123:7001/sdn/index.jsp


2 定期检验 

2.1 主动报检 

2.1.1 报检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 按钮，选中设备点 按钮，

填写完信息后点提交 

注：该功能目前仅限福州地区使用！ 
 

2.2 定检资料提交 

 



 

2.2.1 维保合同 

点击 按钮上传盖章文件，点击 按钮选择要上

传的文件然后进行盖章，点击 按钮保存盖

章文件，点击 按钮将本地盖完章的文件上传 

 

2.2.2 维保合同 

在这个界面查看本单位维保合同信息 



 

2.2.3 申报 

选中要申报的设备双击，会跳出一个新的界面，在这个界面

将维保合同及所要求复检上传，如果复检框框不够用可点击

按钮新增附件框框，上传完成后点击 按钮即

可提交到受理机构 

 



2.3 复检申请 

点击 按钮上传复检资料，然后点提交 

 

3 监督检验 

3.1 协议管理 

 

3.1.1 新增修改 

点击 按钮弹出新增协议的界面 

首先选择业务性质，填写基本信息（注：黄色框是必



填项，白色框是非必填项），然后点保存提交 

 

 

点击 按钮对所填的信息进行修改编辑。 

注： 按钮只能在待办的状态下使用 

3.1.2  报检 

点击 按钮弹出网上报检界面，将基本信息填写完成点

保存，然后提交即可。 



 

点击鉴证材料后的 按钮弹出文件信息界面，在这个界面

将所需要的材料上传点提交即可 

 



3.2 过程报检 

 

3.2.1 报检 

选中需要报检的设备，点击 按钮弹出过程报检的界面 

 

点击 按钮添加设备信息 



将信息填写完整之后点击 按钮提交即可 

注：黄色框是必填项，白色框是非必填项 

3.2.2 联系方式 

点击 按钮可查看业务通知短信及接收短信的电

话号码 

 
 

 



3.3 监检资料提交 

 

3.3.1 上传 

点击 按钮可以看到需要上传的维保设备信息，点

击 按钮上传维保资料 

 

注：如果附件框框不够用的话点击 按钮增加附件框

框即可 



3.3.2 批量关联 

点击 按钮，在在这个按钮旁边会出现一个  

的按钮 

 
将所需要关联在一起的设备选中点击申报 

 

点击 按钮会弹出新的上传资料的界面 

 
将所需要的附件上传提交即可 



4 申请单管理 

4.1 待办流程 

查看待办的业务信息，从而进行申报提交；如果有申报信息

填写错误需要重新申报，点击 按钮进行删除即可 

 

4.2 跟踪流程 

查看公司业务当前流程点 

 

发现有错误信息需要上一个步骤修改的，点击 按钮，

即可回退到上一级的编制状态；可点击 按钮进行流



程跟踪 

4.3 结案流程 

查看完结的业务信息 

 

 

点击 按钮可查看各个节点的信息如下图 

 



5 系统配置 

5.1 短信配置 

在各个流程接收通知的联系人及手机号，用户可自行分配申

报人及电话号，分配完成后点击 按钮保存 

 

6 信息管理 

6.1 单位管理 

在这个界面可以看到所有新增的单位，如果新增单位不小心

填错信息需要删除此单位重新新增，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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