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一 行政事业性收费

1 职业技能鉴定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
关于改革我省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粤发改规〔
2019〕3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明确我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实施的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有关事
项的通知》（粤人社规〔

2019〕26号）

全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实施
的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考试项目、
个人

级别

理论科目
实践操作科目（不含主

材料费用）

综合评审
收费标准

（元/人
次）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所属职业
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办公室、考试
院）

有效期五年

按考试
时长划

分档次

收费标准（元/
人次） 按考试时

长划分档

次

收费标准
（元/人
次）

纸笔考

试

无纸化

考试
纸笔作答

初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五级）

大于90

分钟
55 65

小于等于

180分钟
310 250

中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高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技师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高级技师

（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初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五级）

小于等
于90分

钟

45 55
大于180

分钟
380 250

中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四级）

高级工

（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技师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高级技师

（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2 社会保障(IC)卡工本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省物价局《关于社会保障卡（IC）
卡收费问题的复函》（粤价函

[2003]167号）

劳动保障厅、财政厅《关于

社会保障（IC）卡收费问题
的通知》（粤劳社
[2003]169号）

其他收费
社会保障（IC）卡工本费每卡20元，包含购买空白卡、卡片封装、数据采集校对
、卡初始化和个人资料校核、卡片个人化及卡片发行等卡片制作工作发生的费用

。

广东省劳动保障信
息中心

社会保障（IC）卡工本费每卡20元。其中卡初

始化和个人资料校核费用每卡1.5元，由负责发
卡的地级市劳动保障部门凭省劳动保障信息中心

开出的收费缴款通知书到指定银行缴款入财政汇
款专户，收取的费用按“收支两条线”管理。

3 劳动能力鉴定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

》

粤价函〔2010〕999号

粤人社函[2010]4548号
个人

初次鉴定 300
广东省劳动能力鉴

定中心
复查或重新鉴定 350

4
招考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考试

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国人部
发〔2007〕134号                                    

《广东省公务员录用办法（试行）

粤价〔2013〕223号  

粤价函〔2013〕1499号
个人 4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无限期

5
招考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考试

（笔试阅卷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国人部
发〔2007〕134号                 

 《广东省公务员录用办法（试行）
》粤人发〔2009〕37号

粤价函〔2011〕1181号
地市人事考试机

构
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无限期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6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经济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
（职改字〔1986〕第74号）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人职发〔1993〕1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6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7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

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下发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等18项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6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8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94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音像制品管理条
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595号）
《出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

（职改字〔1986〕第41号）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73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9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下发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等18项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

的通知》（人社厅函
[2015]278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10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客观题）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人发〔2002〕87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主观题）

64

11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客观题）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

令第412号）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7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        
（主观题）

87

12

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社会工作综合能
力（初、中级）；社会工作实务（初

级）；社会工作法规与政策（中级）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发〔2010〕

6号）
《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中组发〔2011〕25

号）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主观题：社会工
作实务（中级）

60

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社会
工作实务（高级）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考中心函〔2019〕47号

74

13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建设工程监理
基本理论与相关法规）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279号）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

设部令2006年第147号）
《公路水运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4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建设工程质量、投资、进度控制）

66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建设工程
监理案例分析）

74

14

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建设工

程造价管理；建设工程技术与计量、
建设工程计价）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
（建人〔2018〕67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一级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建设
工程造价案例分析）

74

15

注册城乡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城乡

规划原理；城乡规划相关知识；城乡
规划管理与法规）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制度规
定》（人社部规〔2017〕6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8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城乡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 （城乡
规划实务）

72

16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基础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
程）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

发〔2003〕27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69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知识考试  69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案例考试  80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基础

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78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知识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

院公告2016年第1号

80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案例考试  
85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基
础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88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16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专
业知识考试；专业案例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
程）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

发〔2003〕27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
通告第5号

个人

8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基础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9〕19号

75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专业知识

考试 
70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专业案例

考试  
74

17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客观题）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注册测绘师制度暂行规定》（国

人部发〔2007〕14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8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主观题） 72

18 执业药师（中药师）资格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

条例》（国务院令第360号）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2016年第

28号）
《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人发〔1999〕34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5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19

初、中级审计资格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令第571号）
《审计专业技术初、中级资格考试
规定》（审人发〔2003〕4号）

《高级审计师评价办法（试行）》
（人发〔2002〕58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审考办字〔2019〕1号
个人

57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 75

20

翻译专业资格二级笔译综合能力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翻译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职改
字〔1986〕第54号）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暂行
规定》（人发〔2003〕21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外文考办字〔2016〕6号
个人

6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翻译专业资格三级笔译综合能力 66

翻译专业资格一级笔译实务 90

翻译专业资格二级笔译实务 90

翻译专业资格三级笔译实务 90

翻译专业资格三级口译综合能力；三
级口译实务

160

翻译专业资格二级口译同声传译 477.5

翻译专业资格二级口译综合能力；二
级口译实务交替传译

177.5

翻译专业资格一级口译实务 500

21

注册公用设备（给水排水）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2005年第137号）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人发〔2003〕
24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69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公用设备（给水排水）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客观题）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8〕87号

70

注册公用设备（给水排水）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主观题）

74

注册公用设备（暖通空调）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69

注册公用设备（暖通空调）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客观题）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8〕87号

73

注册公用设备（暖通空调）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主观题）

77

注册公用设备（动力）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基础考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69

注册公用设备（动力）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专业考试（客观题）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8〕87号

75

注册公用设备（动力）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专业考试（主观题）

80

22

注册电气工程师客观题：基础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2005年第137号）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人发〔2003〕25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69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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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注册电气工程师客观题：供配电专业
知识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2005年第137号）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行规定》（人发〔2003〕25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8〕87号

个人

70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电气工程师主观题：供配电专业
案例考试  

74

注册电气工程师客观题：发电、传输
工程专业知识考试 

73

注册电气工程师主观题：发电、传输
工程专业案例考试  

77

23

注册化工工程师客观题：基础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2005年第137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7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注册化工工程师客观题：专业知识考
试；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8〕87号

75

注册化工工程师主观题：专业案例考
试  

80

24

注册结构工程师客观题：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基础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2005年第137号）
《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69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注册结构工程师主观题：一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77

注册结构工程师主观题：二级注册结
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80

25

注册环保工程师客观题：基础考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告2016年第18号

个人

7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注册环保工程师客观题：专业知识考

试  
75

注册环保工程师主观题：专业案例考

试  
80

26

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

（机考：初级信息处理技术员应用技
术）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
（水平）考试暂行规定》（国人部

发〔2003〕39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工信教〔2016〕111号

个人

73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
（高级）

63

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
（纸笔初、中级)、高级）

63

27

一级注册计量师客观题：计量法律法
规及综合知识；测量数据处理及计量

专业实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注册计量师制度暂行规定》（国
人部发〔2006〕40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6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一级注册计量师主观题：计量专业案

例分析
80

二级注册计量师客观题：计量法律法

规及综合知识；计量专业实务与案例
分析

63

28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客观题：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与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方法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253号）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
度暂行规定》（国人部发〔2004〕
13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告2016年第18号

个人

6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主观题：环境影
响评价案例分析

70

29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客观题：消防安
全技术实务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注册消防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

（人社部发〔2012〕56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厅函〔2015〕278号

个人
60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主观题：消防安
全案例分析

74

30

一级建造师客观题：建设工程经济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

令2006年第153号）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人发〔2002〕111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人社部发〔2017〕68号
粤机编办〔2019〕44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56

一级建造师客观题：建设工程法规及
相关知识

66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一级建造师客观题：建设工程项目管
理

66

一级建造师主观题：专业工程管理与
实务

75

二级建造师客观题：建设工程施工管
理；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
令2006年第153号）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人发〔2002〕111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注函〔2019〕2号

个人

61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二级建造师主观题：专业工程管理与
实务

61

二级建造师客观题：建设工程法规及
相关知识

51

31

一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建筑经济、
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国务院令第184号）

《关于建立注册建筑师制度及有关
工作的通知》（建设〔1994〕第
598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58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收费期限 说明

31

一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设计前期与
场地设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国务院令第184号）
《关于建立注册建筑师制度及有关

工作的通知》（建设〔1994〕第
598号）

《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62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58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一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建筑材料与
构造

58

一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建筑物理与
建筑设备

58

一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建筑设计 68

一级注册建筑师主观题：场地设计 157

一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建筑结构 68

一级注册建筑师主观题：建筑方案设
计

177

一级注册建筑师主观题：建筑技术设
计

177

二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法律、法规
、经济与施工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75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二级注册建筑师客观题：建筑结构与
设备

75

二级注册建筑师主观题：建筑构造与
详图

80

二级注册建筑师主观题：场地与建筑
设计

100

32

房地产估价师客观题：房地产基本制
度与政策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
《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

规定》（建房〔1995〕147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建计〔2016〕82号

个人

60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房地产估价师主观题：房地产开发经
营与管理

64

房地产估价师主观题：房地产估价理
论与方法

64

房地产估价师主观题：房地产估价案
例与分析

64

33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统计学和统
计法基础知识；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初级：统计专业知
识和实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统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职改

字〔1986〕第57号）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国统字〔1995〕46号）

《关于印发高级统计师资格评价办
法（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1〕90号）

粤发改规〔2019〕3号
统考办字〔2016〕1号

个人

60

广东省人事考试局 有效期五年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级：统计基础理
论及相关知识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级：统计工作实
务

58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高级统计实务与
案例分析

粤价函〔2006〕629号 100

二 市场调节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1 网络招聘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企业 3600元/年 广东省人才市场 一年

2 现场招聘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企业 协议定价 广东省人才市场 按合同期限

3 猎头服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企业 协议定价 广东省人才市场 一次

4 劳务派遣服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企业 协议定价 广东省人才市场 按合同期限

5 档案整理及数字化加工服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企业 协议定价 广东省人才市场 按合同期限

6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企业 协议定价 广东省人才市场 按合同期限

7 留学签证服务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申请留学的个
人，组织和机构

市场协商议价
广东省留学人员服

务中心
按次数

8 院校申请服务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申请留学的个
人，组织和机构

市场协商议价
广东省留学人员服

务中心
按次数

9 研学.游学服务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申请留学的个
人，组织和机构

市场协商议价
广东省留学人员服

务中心
按次数

10 翻译服务费
广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申请留学的组织
和机构

市场协商议价
广东省留学人员服

务中心
按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