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城市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类别 考试项目名称 政策依据

一、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费（考务费）

1.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计价格[2001]1969号，晋价费字〔2013〕223
号

2.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
财综字[2000]27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
晋价费字〔2013〕223号

3.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考试
财综字[2000]27号,计价格[2000]546号，晋价
费字〔2013〕223号

4.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发改价格[2004]1108号，晋价费字〔2013〕
223号

5.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04]1108号，晋价费字〔2013〕
223号

6.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04]1108号，晋价费字〔2013〕
223号

7.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04]1108号，晋价费字〔2013〕
223号8.初级、中级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
计价格[2002]1698号，晋价费字〔2013〕223
号

9.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07]2016号

10.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07]2016号

11.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 财综[2006]22号,发改价格[2008]2666号

12.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09]1003
号，晋价费字[2014]206号，晋价费字
[2013]309号

13.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09]1003
号，晋价费字[2014]206号，晋价费字
[2013]309号14.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

执业资格考试
财综[2007]23号,发改价格[2009]1003号，晋
价费字[2014]309号

15.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09]1003
号，晋价费字[2014]206号

16.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财综[2007]41号,发改价格[2007]1925号,晋价
费字〔2013〕223号

17.社会工作师(含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
水平考试

财综[2007]61号,发改价格[2010]573号,晋价
费字〔2013〕223号

18.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
财综[2009]10号,发改价格[2009]633号，晋价
费字〔2013〕223号

19.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财综[2010]49号,发改价格[2010]1660号，晋
价费字〔2013〕223号

20.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
财综[2010]77号,发改价格[2010]2466号，晋
价费字〔2013〕223号

21.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
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格
[2002]2546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22.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财综[2007]35号,发改价格[2007]1467号，晋
价费字〔2003〕90号

23.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09]2599
号,财综[2006]37号，晋价费字[2014]206号，
晋价费字[2013]309号

24.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执
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09]2599
号,财综[2006]37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25.会计从业资格(含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计价格[2002]1575号, 计价格[2000]1567号,
计价格[1999]465号，晋价费字[2008]403号，
晋价费字[2013]103号

26.引航员考试 计价格[2001]2717号

27.注册验船师考试 财综[2010]13号,计价格[2001]2717号

28.船员(含海船及内河船员)适任证书考
试

计价格[2001]2717号

29.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
考试

财综[2010]39号,发改价格[2010]1615号，晋
价行字〔2008〕252号，晋财综〔2014〕42号

30.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
平考试

财综[2011]10号，晋价费字[2013]310号

31.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
发改价格[2012]328号,发改价格
[2003]2148号，晋价行字[2004]158号

32.全国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 财综[2011]90号,发改价格[2011]24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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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海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 计价格[2001]523号,[1992]价费字452号

34.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财综[2009]71号,发改
价格[2009]3104号，晋价费字〔2012〕
153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35.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格
[2001]2043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36.医师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2]279号,财综[2011]94号,财综
字[1999]176号,计价格[1999]2267号，晋价费
字[2000]第174号，晋财综〔2014〕42号

37.医学博士外语考试 财综[2003]79号,发改价格[2007]2749号

38.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财综[2012]59号,发改价格[2012]328号，晋价
费字[2012]361号，晋财综[2012]71号

﹡ 39.乡村医生从业资格考试 晋价行字〔2004〕173号

40.管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考试
财综[2007]18号,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
价格[2009]3059号，晋价费字〔2013〕223号

41.棉花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2]328号,财综[2004]87号,财综
[2001]32号,发改价格[2003]378号

42.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2]328号,计价格[2002]1346号

43.计量专业项目考核
财综[2010]77号,发改价格[2012]328号,发改
价格[2010]2466号

44.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财综[2007]41号,发改价格[2007]1925号，晋
价行字〔2007〕284号

45.民航从业人员考试 财综[2002]54号,发改价格[2012]4142号

46.全国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考试

财综[2008]37号,发改价格[2008]1539号,财综
[2005]33号，晋价费字[2012]114号

47.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计价格[2002]964号，晋价费字〔2003〕373号

48.导游人员(含中、高、特级导游人员)
资格考试

财综[2006]31号,发改价格[2010]915号，晋价
费字〔2012〕382号

49.证券、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0]996号,财综[2004]91号,财综
字[1999]143号

50.保险中介人资格考试 财规[2000]37号,计价格[2000]2313号

51.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09]1586
号,发改价格[2006]2308号,发改价格
[2004]1086号，晋价费字[2013]309号

52.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计价格[2002]97号，
晋价费字〔2003〕199号，晋价费字[2013]309
号

53.教师资格考试
财综[2012]41号,发改价格[2012]328号，晋价
费字[2013]308号

54.驾驶许可考试
发改价格[2004]2831号,发改价格[2003]2353
号,计价格[1994]400号, [1992]价费字
452号，晋价费字[2012]384号

55.保安员资格考试
财综[2011]60号,发改价格[2011]2333号，晋
价费字[2012]210号

56.注册会计师考试 计价格[2001]527号，晋价费字[2014]62号

57.司法考试
财综[2002]6号,计价格[2002]154号，晋价行
字〔2007〕194号

58.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 财综[2002]83号,发改价格[2004]672号

59.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发改价格[2013]1493号,发改价格[2010]1258
号

60.注册结构工程师 计办价格[2000] 299号、晋价费字[2012]303
号

61.注册建筑师 计办价格[2000] 299号、晋价费字[2012]303
号

62.房地产估价师 计办价格[2000]839号、晋价费字[2012]303号

二、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
（考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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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财综[2004]65号,财综函[2001]4号晋财综〔
2007〕100号，〔1997〕晋财综字第17号，晋
价费字〔1997〕第26号，晋价费字〔2003〕
267号,晋价费字[2013]87号，晋价费字
[2013]260号，晋财综[2012]33号

2.铁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计价格[2002]435号

3.交通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鉴定考试
（考核）

财综[2006]36号,发改价格[2010]203号

4.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发改价格[2004]425号

5.通信行业特有职业（工种）技术鉴定考
试

财综[2012]51号,发改价格[2012]328号晋财综
[2012]56号，晋价费字[2013]87号

6.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工人技术等级
考核或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计价格[1999]2197号

7.民航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财综[2011]108号,发改价格[2012]3896号

8.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财综[2011]59号,发改价格[2012]328号

三、教育考试费（考务费）

﹡ 1.中考招生考试 晋价费字〔2014〕241号，晋价费字[1996]140
号﹡ 2.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晋财综[2010]16号，晋价费字[2013]110号

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发改价格[2003]2161号,[1992]价费字367号，
晋价费字[2003]38号，晋价费字[1996]140号

4.商务管理和金融管理专业自学考试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晋价费字[2002]22号

5.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晋价费字[2011]165号

6.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8]3698号,
发改价格[2003]2161，晋价费字[2002]22号

7.在职人员攻读专业学位考试
发改价格[2004]2838号,计价格
[2001]1226号，晋价行字[2005]10号

8.高考(含成人高考)考试

发改价格[2005]1244号,发改价格[2003]2161
号,[1992]价费字367号,晋价费字[1996]第140
号，晋价费字[2013]38号，晋价行字[2009]71
号，晋价费字[2011]239号，晋价行字
[2003]372号，晋价费字[2002]167号

9.研究生招生考试
财综[2006]2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财综
字[1995]16号,教财[1992]42号,晋价费字
[2014]323号

10.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发改价格[2008]3698号,[1992]价费字367号，
晋价费字[2014]283号

11.电大视听生考试和高等教育学历文凭
考试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12.CIT模块报告考核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13.CIT资格审查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14.全国外语水平考试 发改价格[2003]2161号，晋价费字[2002]22号

15.成人高等职教考试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15.计算机等级考试
发改价格[2003]2161号，晋价费字[1996]140
号，晋价费字[2011]165号

16.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水平全国
统一考试

计价格[2000]544号，晋价费字[2000]第268号

17.全国网络统考考试
财综[2014]21号,发改价格[2010]954号,财综
[2008]69号,财综[2006]4号

18.普通话水平测试
财综[2003]53号,发改价格[2003]2160号，晋
价费字[2006]96号

19.网络教育学生入学考试 财教[2006]2号

20.专升本考试 财教[2006]2号，晋价行字[2004]162号

21.保送生测试 财教[2006]2号

22.艺术类、体育类学生入学专业测试
财教[2006]2号，晋价费字[2000]78号，晋价
费字[2014]3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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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高水平运动员以及其他特殊类型学生
入学测试

财教[2006]2号

24.自费来华学生报名考试
财教[2006]7号,教外来[1998]7号，晋价行字
[2005]341号，晋价行字[2006]352号，晋价行
字[2005]172号

25.体育特殊专业招生考试 计价格[2000]1553号，晋价行字[2010]90号

﹡四、省定人事考试考试费
（考务费）

人事考试收费
晋财综字〔1995〕118号，晋价费字〔2003〕
90号，晋价费字[2014]132号，晋价费字〔
2013〕22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