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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与登录 

使用社工人才服务网需要持有北京通账号或者在北京市民政局官网已进行

过统一身份认证，如果有账号可以跳过注册介绍，直接进入登录步骤。如果无账

号请参照以下介绍进行账号注册。 

1.1.注册 

PC 端访问北京市民政局官网进行注册，或者通过下载“北京通”APP 进行

注册，具体操作如下： 

 注册方式一：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注册(PC 端) 

第一步：访问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http://mzj.beijing.gov.cn/，点击“登录

个人中心”，如下图： 

 

第二步：点击“用户操作手册下载”，可在浏览器端查看详细注册方式，本

文不再多做介绍。 

http://mz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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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方式二：北京通注册(移动端) 

第一步：在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北京通”，安装成功后打开 APP，输入个人

手机号和短信验证码，点击“开始”。如图一。 

第二步：输入昵称、个性签名，选择本人性别，点击“创建完成”。如图二。 

第三步：创建完成个人账户后，点击“我的”、“身份认证”。如图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第四步：点击“开启认证”。如图四。 

第五步：选择“实名认证”。如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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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选择证件类型，录入相关证件信息，点击“确认”，提示“实名认

证成功”，即完成实名认证。如图六、七。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登录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或者在移动端搜索关注

“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公众号，进行登录。 

1.2 登录 

可以通过 PC 端访问北京市民政局官网进行登录，也可以在移动端微信搜索

关注“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公众号进行登录，具体操作如下。 

 登录方式一：北京市民政局官网登录(PC 端) 

第一步：访问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http://mzj.beijing.gov.cn/，点击“登录

个人中心”，如下图： 

http://mzj.bei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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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可以选择账号密码或短信验证码登录，如下图： 

 

 

 

 

第三步：点击“办事大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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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在“办事直达”栏目下点击“社工人才服务”即可进入社工人才服

务网。 

 

社工人才服务网页面： 

 

 登录方式二：公众号登录(移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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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并关注“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公众号，点击“掌上服务”模块进入“首

页”,在首页模块---“热点服务”模块中---点击“社工人才服务”，即可进入社

工人才服务网登记和继续教育业务。如图一、图二所示。登录账户、密码及方法

与网页端一致。 

                      

图一 首页板块       图二 进入人才服务网 

也可通过“服务”模块---“社会事务”板块----点击“社工人才服务”进入

社工人才服务网，可通过我的应用下方搜索框录入“社工人才”找到应用，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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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证书登记 

证书登记整体流程如下图所示，进入服务网后，找到登记入口，选择应该登

记的类型，完善历史登记记录后进入填写个人信息页面，全部填写完毕后提交等

待审核，审核结果会发送短信通知，同时可以在社工人才服务网--我的消息，查

看审核结果，登记完成后记入登记历史。具体登记操作方式见下文。 

 

注：移动端登记过程及注意事项与 PC 端相同。 

2.1．登记入口 

进入社工人才服务网后，默认进入“个人中心”栏目，系统给出“距本次登

记截止日期还有 x 天，请您及时填写登记申请表。”的提示。 

登记入口：在“首页”栏目下，可以看到登记指南和首登记、再登记、补登

记、补证四个入口。 

 

点击“登记指南”可以查看登记流程，点击“我要登记”回到登记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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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再登记 

再登记规则：已经进行过首次登记或再登记，且《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2021

年的社会工作者，申请再登记； 

第一步：登记 

登记表如下图，系统会关联出部分信息（身份证号、职业水平证书管理号等

不可修改），需要本人进行信息补充，所有信息项均必填。取证方式请选择电子

证书。 

上传材料须知：按照以下要求上传相关证件材料照片； 

 两寸免冠照片，底色不限，尺寸 3.5*5.3cm 或像素 626*413； 

 身份证照片：分别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 

 登记证书照片：上传《登记证书》关于“有效期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的登记记录对开页照片或电子证（如有最新电子证上传电子证即可）； 

 继续教育证明照片：《北京市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登记手册》近三年的

有效学时记录对开页照片，或其他有效的继续教育证明照片、截图。（系统中已

显示的学时记录无需上传） 

注意：再登记时本人必须在距上一次登记周期内完成相应的继续教育学

习，助理社会工作师需要满足参加继续教育 72 学时要求，社会工作师、高级社

会工作师需要满足参加继续教育 90 学时要求，否则不满足再登记要求。 

如果照片上传错误，点击图片右上角“×”按钮或再次点击图片即可重新上

传。信息补充完整后，需要勾选“我保证上述所填信息均真实有效”，点击“保

存”按钮，则不提交本次操作，可以再次点击“再登记”进入本页面进行相关信

息完善。点击“提交”按钮，则提交此次登记申请，提交后信息不可修改和撤回，

需要等待审核完毕后获取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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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获取审核结果 

审核完毕后系统会给您发送审核结果的短信，如果审核通过则本次登记完

成。如果审核不通过，短信中会给出审核意见，需要在登记日期内根据审核意见

进行相应修改后再次进行再登记。 

审核通过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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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不通过页面： 

 

2.3 补登记 

补登记规则：对于已完成首登记但是错过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需要补登记。 

第一步：信息登记 

信息填写规则参照再登记； 

上传材料须知：按照以下要求上传相关证件材料照片； 

 两寸免冠照片，底色不限，尺寸 3.5*5.3cm 或像素 626*413； 

 身份证照片：分别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 

 登记证书照片：上传《登记证书》最近一次登记记录对开页照片或电子

证； 

 继续教育证明照片：有效的继续教育证明照片或截图。（系统中已显示

的学时记录无需上传） 

注意：如果您需要一次性完成多次补登记或既要进行补登记又需要再登记，

请上传每一次登记所需要的有效的继续教育证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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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片上传错误，点击图片右上角“×”按钮或再次点击图片即可重新上

传。信息补充完整后，需要勾选“我保证上述所填信息均真实有效”，点击“保

存”按钮，则不提交本次操作，可以再次点击“补登记”进入本页面进行相关信

息完善。点击“提交”按钮，则提交此次登记申请，提交后信息不可修改和撤回，

需要等待审核完毕后获取审核结果。 

第二步：获取审核结果 

登记后获取审核结果，参照再登记。已经审核通过的历史记录，不可再修改。 

2.4 补证 

补证规则：无《登记证书》的社会工作者申请补证，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1）考取职业水平资格证书但是未进行首登记的社会工作者； 

（2）已正常登记但是登记证书遗失，希望重新获取登记证书的社会工作者。 

第一步：信息登记 

个人信息登记，信息登记规则参照再登记，证书获取方式请选择邮寄，并

录入您的邮寄地址。 

上传材料须知：按照以下要求上传相关证件材料照片； 

 两寸免冠照片，底色不限，尺寸 3.5*5.3cm 或像素 626*413； 

 身份证照片：分别上传身份证的正反面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中包含本人信息的对开页照片； 

 继续教育证明照片：《北京市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登记手册》历次学时

记录对开页照片，或其他有效的继续教育证明照片或截图。（系统中已显示的学

时记录无需上传） 

如果照片上传错误，点击图片右上角“×”按钮或再次点击图片即可重新上

传。信息补充完整后，需要勾选“我保证上述所填信息均真实有效”，点击“保

存”按钮，则不提交本次操作，可以再次点击“补证”进入本页面进行相关信息

完善。点击“提交”按钮，则提交此次登记申请，提交后信息不可修改和撤回，

需要等待审核完毕后获取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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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获取审核结果 

登记后获取审核结果，参照再登记。 

2.5 登记历史 

已提交的登记申请可以在登记历史栏目下查看相关信息及电子证书，如下

图： 

 

3. 常见问题及解答 

(1) 登记时对浏览器的要求是什么？有哪些注意事项？ 

为保证您顺利完成登记操作，请使用谷歌或火狐浏览器。如果您长时间未

操作系统，请按 ctrl+F5，重新刷新页面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2) 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再登记、补登记、补证？ 

答：针对三种登记类型，下面做了解释： 

再登记规则：已经进行过首次登记或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需要在有效期之

前进行再登记，登记时间间隔为三年，系统会在本年度登记批次开启前一天进行

短信、登记提醒与我的消息提醒； 

例如：本年度为 2021 年，则在 2018 年进行过首登记或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

需要在 2021 年进行再登记。 

补登记规则：对于已完成首登记但是错过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需要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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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年度为 2021 年，最近一次登记年份在 2016 年的社会工作者需要进

行补登记。 

补证规则： 

① 考取职业水平资格证书但是未进行首登记的社会工作者； 

例如：本年度为 2021 年，则 2019 年及之前考取职业资格水平证书且从未证

书登记的社会工作者需要进行补证。 

② 已正常登记但是登记证书遗失，希望重新获取登记证书的社会工作者。 

(3) 上传登记材料照片时，对照片的大小有什么要求？ 

个人两寸免冠照片底色不限，尺寸 3.5*5.3cm 或像素 626*413，其他照片需

保证图片清晰，照片大小不要超过 1M，上传照片时可能受网络速度限制，请确

保照片已经成功上传后再提交登记。 

(4) 通过“北京社会建设和民政”公众号或北京市民政局官方网站两种方式登记，

有无区别？ 

答：无区别。如果您在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技术支持

服务电话或者添加技术支持服务 QQ 群进行咨询。 

社工人才服务技术支持 QQ 群:793599592； 

社工人才服务技术支持 QQ 群:766587819； 

技术支持电话：65868811、17810342998。 

其他咨询事项可与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联系。 

联系电话：58163934、58163946、58163910、58163960； 

微信号：soulhert ; 

邮箱：bjshgzzxh@163.com。 

社工登记咨询 QQ 群：879392931。 

（咨询时间：工作日 9：00--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