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龙江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类别和部门
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一、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职称等
考试考务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国库

（一）人社部门 1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
力考试

2
注册城市规划师职业资格考
试

3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
考试

4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5
执业药师（中药师）资格考
试

6 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7
一级、二级造价工程师职业
资格考试

8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

9
初级、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
职业资格考试

10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
试

11
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
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
平考试

12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

13
一、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
试

14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
试



（一）人社部门 15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16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17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
格基础考试

18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
格专业考试

19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
道工程）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20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
道工程）执业资格专业考试

21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22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23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
业资格（基础、专业）考试

24
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

25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26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27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
工程）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28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
工程）执业资格专业考试

29 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

30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
格（基础、专业）考试

31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
格（基础、专业）考试

32
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
资格考试

33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
格考试

34
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
水平考试



（一）人社部门 35
全国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水平考试

36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37 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38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

39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二）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40
注册机械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41
注册冶金工程师执业资格基
础考试

42
注册采矿/矿物工程师执业资
格基础考试

43
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执业
资格基础考试

44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
程）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三）卫生健康部
门

45 医学博士外语考试

46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47
医师资格考试（会同中医
局）

（四）财政部门 48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49 注册会计师考试

（五）交通运输部
门

50 引航员考试

51 注册验船师考试

52
船员(含海船及内河船员)考
试

53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水平考试



（五）交通运输部
门

54
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
技术人员（含助理试验检测
师和试验检测师）考试

55
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路工程）专业考试

（六）农业农村部
门

56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

（七）教育部门 57 教师资格考试

（八）公安、农业
农村部门

58 驾驶许可考试

（九）司法部门 59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十）市场监管部
门

60 计量专业项目考试（考核）

（十一）广电部门 61
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
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

（十二）文化和旅
游部门

62
导游人员(含中、高、特级导
游人员)资格考试

（十三）科学技术
部门

63 中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

（十四）知识产权
部门

64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二、职业技能鉴定
等考试考务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国库

（一）人社部门 1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二）交通运输部
门

2
交通行业特有职业技能资格
鉴定考试（考核）

3
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考试

（二）交通运输部
门

4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装卸管理
人员和押运人员从业资格报
名考试费



（三）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

5
电子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
鉴定考试

（三）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

6
通信行业特有职业（工种）
技术鉴定考试

（四）农业农村部
门

7 农业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试

（五）公安部门 8
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
鉴定考试

（五）公安部门 9 保安员资格考试

（六）卫生健康部
门

10
卫生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

11 生殖健康咨询师考试

（七）体育部门 12
体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
鉴定费

三、教育考试考务
费

1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2
商务管理和金融管理专业自
学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3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4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
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5 高考(含成人高考)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6 研究生招生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7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8 全国外语水平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9 专科起点本科入学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0 计算机等级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1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博
士学位水平全国统一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三、教育考试考务
费

12 网络教育学生入学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3 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缴入地方国库

14 专升本考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5
艺术类、体育类学生入学专
业测试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6
高水平运动员以及其他特殊
类型学生入学测试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7 保送生测试费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8 自费来华学生报名考试
缴入中央和地
方财政专户

19 体育特殊专业招生考试
缴入中央和地

方国库

20
自主招生测试费（高校自行
组织）

缴入地方国库

21
第二学位修读报名测试费
（高校自行组织）

缴入地方国库

22
毕业不及格课程离校后申请
重新考试费（高校自行组
织）

缴入地方国库

23
成人教育学生补考费（高校
自行组织）

缴入地方国库

24 少儿计算机考试费 缴入地方国库

25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务
费

缴入地方国库

26 中专、中师报名考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27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外语类专
业口试费

缴入地方国库

28
体育、艺术类术科考试报名
测试费

缴入地方国库



29
普通高等学校非计算机等级
考试报名考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30
高等教育自学计算机基础无
纸笔考试考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31 成人中专报名考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三、教育考试考务
费

32
成人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
位外语考试收费

缴入地方国库

33
37.成人高校、中专、中师招
收的保送生或免试生报名考
核费

缴入地方国库

34
电大全国统一考试期考考务
费（含补考、重修重考）

缴入地方国库

35 高中报名考务费 缴入地方国库

四、其他考试考务
费

（一）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

1 公务员录用考试费 缴入地方国库

2 高级职称评价考试费 缴入地方国库

（二）党校 3
党校系列学历教育报名考务
费

缴入地方国库

（三）有关部门 4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考试收费

缴入地方国库



黑龙江省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

政策依据

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黑发改价格函〔2019〕138号,黑财
税[2020]31号

财税〔2015〕69号，黑财综[2016]69号

财税〔2015〕69号，财税〔2018〕87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9号,黑财税[2020]31号

财税〔2015〕69号，黑财税[2019]56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9，财税〔2019〕58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9号，财税〔2019〕58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9号，财税〔2019〕58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9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8〕90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8〕90号

财税〔2015〕68号

财综〔2007〕23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8〕90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8〕100号

财税〔2015〕68号

财综〔2006〕37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5〕68号

财税〔2015〕68号

财综〔2007〕41号，黑财综[2007]80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财综〔2011〕90号,黑价联[2016]45号，黑财
综〔2017〕55号

价费字〔1992〕444号

计价格〔2002〕964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
488号,黑财税[2020]31号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
488号，黑价联字[2007]68号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财税〔2016〕105号，财税〔2016〕14号,发
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2011〕94号,
发改价格〔2016〕488号，黑价联
[2017]32号,黑财综〔2017〕148号,黑财综〔
2017〕150号

价费字〔1992〕333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

价费字〔1992〕191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

财综〔2010〕13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价费字〔1992〕191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

财综〔2011〕10号，黑财综[2011]10号,发改
价格〔2015〕1217号



财税〔2018〕66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税〔2018〕66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综〔2009〕71号，黑财综[2009]142号,发
改价格〔2015〕1217号，黑价联〔2013〕78
号

财综〔2012〕41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教师厅[2015]3号，黑发改价格[2019]509
号，黑财税[2020]26号

发改价格〔2004〕2831号，财税〔2014〕101
号，黑财综〔2018〕91号 ，黑价联[2017] 
36号，黑价行〔2018〕63号

财税〔2018〕65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综〔2010〕77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综〔2008〕37号，黑财综[2008]87号,发改
价格〔2015〕1217号，财综〔2005〕33号

财综〔2006〕31号，黑财综[2007]2号，发改
价格〔2015〕1217号

财综〔2002〕83号，发改价格〔2004〕672号

财税〔2017〕8号，价费字〔1992〕332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黑价联〔2016〕30
号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黑价联
[2017] 53号，黑财综[2019]2号，黑财税
[2019]50号

财综〔2006〕36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综〔2010〕39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黑财综[2011]49号，黑发改价格
[2018]657号，黑财建〔2016〕217号

黑财综〔2018〕108号，黑发改价格
[2018]657号，黑财建〔2016〕217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财综〔2012〕51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

财综字〔1999〕127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

财综〔2011〕59号，黑财综[2011]99号，发
改价格〔2015〕1217号，黑价联〔2016〕29
号

财综〔2011〕60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黑财综[2011]98号，黑价联〔2016〕27
号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5〕1217
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黑价联〔2017〕19号，黑财综〔2018〕111号

价费字[1992]367号，黑价联〔2013〕82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黑发改价格
[2019]340号，黑财税[2020]26号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财综[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黑价联[2016]58号，黑财税[2020]26号

财综[1999]110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
发改价格[2008]3699号,黑价行[2018]18号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
[2003]2161号，黑价联字[2009]8号，黑财综
[2009]78号，黑财税[2020]26号

教财[2006]2号，黑教联[2000]17号,发改价
格[2003]2161号，教财〔1992〕42号，黑财
税[2020]26号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
[2008]3699号，黑价联[2016]57号，黑财税
[2020]26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黑教联
[2000]17号，黑财税[2020]26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黑价联字[1999]第5
号，黑财税[2019]51号，黑财税[2020]26号

教财〔2006〕2号，计价格[2000]545号，黑
价联〔2013〕69号,黑财综[2015]42号

教财〔2006〕2号,黑价行〔2018〕26号

财综[2003]53号，发改价格[2003]2160号,黑
财综[2006]13号，黑价联字[2007]11号

教财[2006]2号，黑财综〔2013〕181号，黑
财税[2020]26号

教财[2006]2号

教财[2006]2号

教财[2006]2号

教外来[1998]7号，教财[2006]2号

计价格〔2000〕1553号，教财〔2006〕2号

黑教联[2007]1号

同上

同上

同上

黑教联[2000]17号，黑财预[2009]39号，黑
财税[2020]26号

黑教联发[1997]27号，黑教联发
[1997]43号，黑价联字[2009]37号，黑财预
[2009]39号

黑教联[2000]17号，黑财预[2009]39号，

黑价联字[1999]第5号，黑财预[2009]39号

同上，黑财税[2020]22号，黑财税[2020]26
号



黑价联字[2003]42号，黑财综[2007]17号，
黑财税[2020]26号

黑教联[2000]17号，黑财预[2009]39号

同上

黑价联[2013]91号，黑财综[2015]42号，黑
财税[2020]26号

黑教联[2000]17号，黑财税[2020]26号

黑教联[1998]20号

黑价联[2017]52号，黑教联[2018]25号

黑价联[2017]50号，黑财税[2019]50号,黑财
税[2020]30号

黑财税[2020]69号

黑财综[2016]73号，黑价联[2016]51号

黑财税[2020]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