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清单

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一、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职称等考试考务费

1

1.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专业技术人员计
算机应用能力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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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每人每个科目（模块）61元

2
注册城乡规划师
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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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63元/人.科
主观题：67元/人.科 

3
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外语等级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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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61元/人.科

4
经济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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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61元/人.科

第 1 页，共 18 页



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5

1.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执业药师（中药
师）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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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61元/人.科

6
监理工程师执业
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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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61元/人.科 
主观题：69元/人.科 

7
一级造价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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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
收取和取消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财税
[2019]58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61元/人.科 
主观题：69元/人.科 

8
出版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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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68元/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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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9

1.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中级注册安全工
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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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
收取和取消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关于印
发高级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
资格考试和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收
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财税〔
2019〕58号，人考中心函〔2019〕
41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61元/人.科
主观题：69元/人.科

10
注册设备监理师
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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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70元/人.科
主观题：82元/人.科

11

高级社会工作师
、助理社会工作
师、社会工作师
职业水平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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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
收取和取消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关于印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财税〔
2019〕58号 ，人考中心函〔2019〕
41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61元/人.科
主观题：65元/人.科 
社会工作实务（高级）：69元/人.科 

12
注册测绘师资格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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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客观题：63元/人.科 
主观题：67元/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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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13

1.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

一、二级注册计
量师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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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费（客观题） 70元
/人.科
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费（主观题） 75元
/人.科
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费 68元/人.科 

14
一级注册消防工
程师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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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
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人社厅函〔2015〕
278号，鲁价费发〔2017〕99号，
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费（客观题） 65
元/人.科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费（主观题） 69
元/人.科

15

2.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

注册化工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同意收取勘察设计注册化工工程师  注册电气
工程师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考务费
的复函》《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和取
消部分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财税〔2018〕90号，财税〔
2019〕58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费  70元/人.
科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客观题 70元/
人.科，主观题75元/人.科

16
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执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费  64元/
人.科；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
费（给水排水）客观题65元/人.科  主观题69元/
人.科 （暖通空调）客观题68元/人.科  主观题
72元/人.科（动力）客观题70元/人.科  主观题
75元/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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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17
2.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

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工
程）执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
基础考试费 83元/人.科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
专业考试费 80元/人.科

18
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路工程）执
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关于做好2019年度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关于发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
通知》

建注〔2019〕1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32
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执业资格基础考
试70元/人.科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执业资格专业考
试-客观题65元/人.科，主观题69元/人.科。

19

注册土木工程师
（岩土）执业资
格（基础、专
业）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山东省建设执业
资格注册中心

客观题考试费：64元/人.科

主观题考试费：75元/人.科

20

注册土木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
程）执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基础考试费 73元/人.科 
专业考试费客观题 75元/人.科 主观题 80元/人.
科 

21
注册建造师执业
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重新发布有
关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注册
建造师管理规定》《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
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计〔2016〕
82号，《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鲁发改成本〔2021〕133
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我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设两科综合科目
、一科实务科目，其中综合科目考试收费标准
为每人每科56元，实物科目为每人每科69元
（自2021年3月24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24年3
月23日）。

人社部门负责
组织一级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住建
部门负责组织
二级注册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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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22
注册电气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费  64元/人.
科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费 （发输变
电）客观题68元/人、科 主观题72元/人.科；
（供配电）客观题65元/人.科、主观题69元/人.
科。

23

2.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

房地产估价师执
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重新发布有
关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2018年
度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计〔2016〕
82号，人社厅发〔2018〕49号，鲁
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客观题 65元/人.科
主观题 69元/人.科

24

一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执业资格
（基础、专业）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
号

山东省建设执业
资格注册中心

基础考试费：64元/人.科

专业考试费：72元/人.科

25
二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执业资格
（专业）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山东省建设执业
资格注册中心

75元/科

26
一级、二级注册
建筑师执业资格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山东省建设执业
资格注册中心

一级建筑师：
客观题考试费：63元/人.科
主观题考试费：152元/人.科

二级建筑师：
客观题考试费：70元/人.科
主观题考试费：75元/人.科

27

3.卫生健康部门

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
理方式的通知》《国家卫生计生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关
于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第三项考试考务费标准的通知
》《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
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
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
题的通知》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卫人才发〔2016〕
66号，鲁价费发〔2017〕99号，鲁
人社字〔2018〕231号，发改价格
〔2016〕488号，鲁发改成本〔
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70元/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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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28

3.卫生健康部门

医学博士外语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6〕488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每人120元

29
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
理方式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
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6〕
488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
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61元/人.科

30 3.卫生健康部门
医师资格考试
（会同中医局）

缴入国库

《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重新发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2016〕105号），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财税〔2016
〕1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
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
核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488号），《山东
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医师资格
实践技能考试费用分成比例的批复》（鲁财税〔2020〕
30号），《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
重新明确医师资格考试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鲁财税〔
2021〕18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重新明确医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鲁
发改成本〔2021〕637号）

（财税〔2016〕105号），（财税〔
2016〕14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发改价格〔2016〕
488号），鲁财税〔2020〕30号，
鲁财税〔2021〕18号，鲁发改成本
〔2021〕637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一）实践技能考试费标准 ：临床类、公卫
类为269元/人，中医类为267元/人；口腔类为
299元/人（以上均含上缴中央考试考务费 19元/
人）。
    （二）医学综合笔试费标准 ：每人每单元64
元。其中执业医师256元/人（共4个单元，含上
缴中央考试考务费56元）；执业助理医师128元/
人（共2个单元，含上缴中央考试考务费 28元）
。                      （三）中医医师资格考试中 ，以
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过多年实践 ，医术确
有专长的人员，按规定程序参加实践技能和效
果考核考试，其收费标准按以上标准一次性收
取，即523元/人。

31

4.生态环境部门

环境影响评价工
程师职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和环
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环境保护部2016年第18
号公告》《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
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07〕4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环境保护部2016年
第18号公告，鲁价费发〔2017〕99
号，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
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科目考试费 65元
/人.科 
其他科目考试费 61元/人.科 

32
注册环保工程师
执业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同意收取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考
务费的复函》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财税〔2018〕100号，鲁发改
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基础考试费  70元/人.
科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费客观题 70
元/人.科  主观题 75元/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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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33

5.财政部门

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
的通知》《国家计委关于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费
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
知》《关于进一步规范山东省会计考试收费征缴管理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高级会计师
资格考试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
知》《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继续执行会计专业技术初 、中
级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

价费字〔1992〕333号，计价格〔
2000〕1567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鲁财综〔2013〕36号，发
改价格（2013）2511号，鲁发改成
本〔2020〕1336号，鲁财会〔2019
〕41号，鲁发改成本〔2021〕174
号

财政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初中级每人次56元。
高级每人次100元。

34 注册会计师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关于明确
注册会计师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鲁价费
函〔2018〕68号

财政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75元/人.科，专业阶段6科，综合阶段2科（自
2018年8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1年7月
31日）

35

6.交通运输部门

引航员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布交通部水上安全监督收
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价费字〔1992〕19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一）实际操作（全部科目）。海船船员适任
证书、引航员、磁罗经校正人员和验船师的考
试费收费标准为每人450元。内河船舶员适任证
书收费标准为每人100元。船员专业培训和特殊
培训考试费收费标准为每人80元。
    （二）实际操作考试（全部科目）。各类船
员和实际操作考试均按理论考试的收费标准执
行。
    （三）补考（无论几门）。理论考试和实际
操作考试不合格需要进行补考的，分别按相应
考试收费标准的50%计收。

36 注册验船师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变更验船师考试费
收费项目名称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2010〕13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见文件

37
船员(含海船及内
河船员)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交通部水上安全监督收
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价费字〔1992〕19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见文件

38
机动车检测维修
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水平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机动车检测维
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考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
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交通厅关于核
定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考试收费
标准的通知》（鲁交财〔2021〕4号）

财综〔2011〕10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鲁交财〔2021〕4号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详见鲁交财〔2021〕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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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39

6.交通运输部门

注册土木工程师
（港口与航道工
程）执业资格专
业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变更注册土木工程
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考试考务费执收单位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
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关于
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2007〕23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见文件

40
公路水运工程试
验检测专业技术
人员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公路水运工程
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和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 （道
路工程）考试考务费的复函》（财税〔2018〕6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217
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重新明确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1〕
625号）

财税〔2018〕66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发改成本〔2021
〕625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每科次75元。（2021年9月5日—2024年8月31日
有效）

41
7.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

计算机软件专业
技术资格和水平
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
考试中心关于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第三项考试
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
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1217号，工信教
〔2016〕111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
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68元/人.科

42
全国通信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水平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收取全国通信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财综〔2011〕90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60元/人.科

43 8.水利部门

注册土木工程师
（水利水电工
程）执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国勘察设计
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山东省物
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
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建注〔2018〕9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社字
〔2018〕231号，鲁建综函〔2018〕
32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基础考试费 73元/人.科 
专业考试费客观题 75元/人.科 主观题 80元/人.
科 

44

9.农业农村部门

海洋渔业船舶船
员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布农业系统行政 事业性收
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价费字〔1992〕452号
县级以上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机构

渔业船员
具体按《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农业系
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价费
字〔1992〕452号）附件14收取

45
执业兽医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收费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
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财综〔2009〕7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兽医全科类综合知识考试（共4科）每人每科51
元（含上缴中央考试考务费每人每科11元），
水生动物类综合知识考试（共4科）每人每科60
元（含上缴中央考试考务费每人每科20元），
临床技能考试每人160元（含上缴中央考试考务
费每人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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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46 10.审计部门
审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审计署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审计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关于 2018年度审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发改价格〔2015〕1217号，审考办
字〔2018〕1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人社字〔2018〕231号，鲁
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初级、中级 62元/人.科
高级 70元/人.科

47 11.教育部门 教师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关于同意收取教师资格考试考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师
资格考试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教师资格考试
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鲁发改成本〔2021〕
474号）

财综〔2012〕4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财综〔2013〕107
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鲁发改成本〔2021〕474号

各市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笔试为每人每科
次60元（含上交国家考务费每人每科次
20元），面试每人次240元（含上交国家考务费
每人次15元）；高校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每人每
科次40元，面试每人次220元。

自2021年7月1日
起执行，有效
期至2024年6月
30日

48
12.公安部门、农

业农村部门
驾驶许可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机动车牌证
工本费等收费标准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 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事业性收
费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改革机
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办法有关问题的复函 》《关于印
发<山东省公安交警收费省级统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
通知》《山东省物价局关于农机驾驶员培训收费标准问
题的复函》《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改价格〔2004〕2831号，财税〔
2014〕101号，鲁价费函〔2015〕51
号，鲁财行〔2013〕52号，鲁价费
函〔2015〕44号  鲁财税〔2020〕7
号  鲁发改成本〔2020〕1127号

公安、农业部门
考试申请人、
驾驶证持有人
等相关人员

详见鲁价费函〔2015〕51号，鲁价费函〔2015〕
44号 （鲁财税〔2020〕7号）（鲁发改成本〔
2020〕1127号）

暂免收取拖拉
机（联合收割
机）驾驶许可
考试费（依据
鲁财税〔2020〕
7号）

49 13.司法部门
法律职业资格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法律职业资格
考试考务费的复函》《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
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的通知》（鲁发改成本[2021]395号）

财税〔2018〕65号  鲁发改成本
[2021]395号

司法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客观题考试费每人每科98元，主观题考试费每
人100元。

自2021年6月1日
起执行，有效
期至2024年5月
31日

50 14.市场监管部门
计量专业项目考
试（考核）

缴入国库

《转发<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统一收取注册计量
师资格考试考务费和计量专业项目考核费等有关问题的
通知>的通知》《关于明确注册计量师计量专业项目考
核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
通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注册计量师计量专业项目考核收费标准的通知 》

财综〔2010〕77号，鲁财综〔2011
〕33号，鲁价费函〔2018〕7号，
鲁发改成本〔2021〕116号

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

考生

我省一、二级注册计量师计量专业项目考核收
费标准为：理论知识考核70元/项，操作技能考
核350元/项（自2021年3月11日起执行，有效期
至2024年3月10日）

根据（发改价
格〔2010〕2466
号），我省该
项目执行名称
为“一、二级
注册计量师计
量专业项目考
核费”

51 15.广电部门
全国广播电视编
辑记者、播音员
主持人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关于批准延续收取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员资格考试
费的通知》《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
理方式的通知》《关于批准收取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
员资格考试费的通知》《山东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延续收取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
员资格考试费的通知>的通知》《关于广播电视编辑记
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收费问题的批复》《关于重
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重
新明确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口试收费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08〕37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财综〔2005〕
33号，鲁财综〔2008〕46号，鲁价
费发〔2008〕150号，鲁价费函〔
2017〕99号，鲁发改成本〔2019〕
282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广播电视局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口
试每人次80元，笔试每人每科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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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52 16.民航部门
民航从业人员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批准民航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
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财综〔2002〕54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
报名参加民航
从业人员考试
的考生

（一）理论考试：签派员、地面教员、驾驶员
、领航员、飞行通信员、飞行机械员以及增加
执照等级每人每次70元；维修人员笔试每人每
科70元，口试每人每次80元；
（二）实践考试：签派员每人每次150元；驾驶
员、领航员、飞行通信员、飞行机械员、维修
人员以及增加执照等级和语言能力签注每人每
次350元。

53 17.统计部门
统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
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关于
2018年度统计专业技术资金格考试考务工作安排的通知
》《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
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有关
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2002〕964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统考办字〔2018
〕1号，鲁价费发〔2017〕99号，鲁
人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成
本〔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初级65元/人.科
中级63元/人.科，高级50元/人.科      

54
18.文化和旅游部

门

导游人员(含中、
高、特级导游人
员)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关于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和导游人员等级考核收费有关
问题的通知》《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
管理方式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明确导游人员资格现场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 》《山东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组织实施2018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
的通知》

财综〔2006〕3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函〔2017〕
41号，鲁旅办发〔2018〕33号，鲁
发改成本〔2020〕1336号

旅游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理论考试50元/科，现场考试费100元/人（自
2017年6月19日起执行，有效期到2020年6月
18日）
已取得中文导游员资格证书报考外语导游员资
格的考生收费标准为100元/人（现场考试费）

55 19.外文部门
翻译专业资格(水
平)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
部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调
整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通
知》、《关于转发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考务
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资格
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
格〔2013〕1494号,外文考办字〔
2016〕6号，人考中心函〔2016〕36
号，鲁价费发〔2017〕99号，鲁人
社字〔2018〕231号，鲁发改成本
〔2020〕1336号

人事考试中心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笔译考试各级别《
笔译综合能力》科目每人61元，各级别《笔译
实务》科目每人65元。一级口译：350元/人.科
二级口译：150元/人.科
三级口译：140元/人.科

56 20.科学技术部门
中国国际化人才
外语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批准收取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
语考务费等收费的复函》《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
于出国人员外语考务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
《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中国国际化人才外
语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财综〔2002〕83号，发改价格〔
2004〕672号，鲁价费函〔2017〕4
号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200元/人.科（自2017年4月20日起执行，有效期
至2022年4月19日）

57 21.知识产权部门
专利代理人资格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国家知识产权
局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关于全国专利代理人
资格考试收费问题的复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关于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济南考点）收费标
准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全国专利代理
人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公布全国专利代理
师资格考试山东省内考点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

财税〔2017〕8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鲁知函字〔2016〕14号
、鲁价费发〔2017〕99号，国知办
函法字〔2016〕320号，鲁发改成本
〔2020〕1336号

考点知识产权局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科目一、专利法律知识：每人63元；科目二、
相关法律知识：每人63元；科目三、专利代理

实务：每人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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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58 21.应急管理部门
特种作业人员安
全技术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217
号），《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考试考务费有关事项的复函 》（财税函〔
2020〕236号），《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应
急厅〔2020〕32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收费标准的
通知》（鲁发改成本〔2021〕636号）

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财税函〔
2020〕236号  应急厅〔2020〕32号  
鲁发改成本〔2021〕636号 

应急管理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
人员

安全技术理论考试收费标准为59元/人科（含上
缴中央考务费6元/人科）；实际操作考试收费标
准为：电工工种的电力电缆作业、焊接与热切
割工种的压力焊作业、制冷与空调工种的设备
安装修理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工种、冶
金（有色）生产安全工种的煤气作业、危化品
安全工种的合成氨工艺作业212元/人科，其他各
工种作业167元/人科，均含上缴中央考务费3元/
人科。
残疾人参加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 ，凭有
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理论
考试考务费为6元/人科，实际操作考试考务费3
元/人科。

自2021年9月4日
起执行，有效
期至2024年9月

3日

二、职业技能鉴定等考试考务费

59 1.人社部门
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
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重新核发中央管理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
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清理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山东省财政
厅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
东省财政厅关于规范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收费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

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5〕
2673号，鲁财综〔2009〕52号，鲁
政办字〔2013〕110号，鲁财综〔
2003〕83号，鲁价费函〔2016〕85
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

报名参加鉴定
人员

详见鲁价费函〔2016〕85号、鲁财综〔2009〕52
号

60

2.交通运输部门

交通行业特有职
业技能资格鉴定
考试（考核）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设立交通行业特有
职业技能资格鉴定（考核）考试费等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
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06〕36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交通运输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详见鲁价费发〔2017〕99号。

61
经营性道路客货
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经营性道路客
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专业知识应用能力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山东省财
政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经营性道路客货
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征收管理政策的通知

财综〔2010〕3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交通运输部职业资
格中心第5号通告，鲁交运（2016）
5号,鲁发改成本〔2019〕776号，鲁
发改成本〔2020〕1336号

交通运输部门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实操每人次80元（初次考试不合格的，第二次
考试减半计收）、理论每人次58元

62

3.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

电子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
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
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1217号，鲁价费
发〔2017〕99号 （鲁财税[2020]36
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工业和信息化门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详见鲁价费发〔2017〕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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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63

3.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

通信行业特有职
业（工种）技术
鉴定考试

缴入国库

《关于批准收取通信行业特有职业（工种）技能鉴定考
试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
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2012〕51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门

报名参加考试
的人员

详见鲁价费发〔2017〕99号。

64 4.农业农村部门
农业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批准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收费的复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
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关于重新
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字〔1999〕127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农业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评审委员
会办事机构所在
部门（单位）财
务部门

申报初级、中
级、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资格
评审的单位和
个人

详见鲁价费发〔2017〕99号。

65

5.公安部门

消防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

缴入国库

《关于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的通
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
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
资格类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11〕59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消防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
（山东）站

参加鉴定的人
员

详见鲁价费发〔2017〕99号。 不分成

66 保安员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安部门收取保安员资
格考试费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
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转发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安部门收取保安员资格
考试费的通知>的通知》《关于保安员资格考试收费标
准的复函》《关于重新明确保安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
通知》

财综〔2011〕60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财综〔2011〕150
号，鲁价费函〔2017〕73号，鲁发
改成本〔2020〕1336号，鲁发改成
本〔2020〕1453号

公安部门
参加考试的人
员

80元/人次的标准。其中，理论考试费40元/人
次；体能测试费40元/人次。（自2021年1月1日
起执行，有效期至2024年1月31日）

不分成

67

6.卫生健康部门

卫生行业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
理方式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
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价费发〔2017〕
99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参加考试人员 详见鲁价费发〔2017〕99号。

68
生殖健康咨询师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央管理的卫
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
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
理方式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
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16〕
488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
号

参加考试人员 124元/人 中央项目标准

69 7.民航部门
民航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
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批准农业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收费的复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
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

财综〔2011〕108号，发改价格〔
2015〕1217号，鲁发改成本〔2020
〕1336号

参加考试人员 详见发改价格〔2015〕1217号。

70 8.铁路部门
铁路机车车辆驾
驶资格考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布国家铁路局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
部关于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
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核发国家铁路局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75号,发改价格〔2015
〕1217号，发改价格〔2015〕2672
号，鲁发改成本〔2020〕1336号

参加考试人员 详见发改价格〔2015〕1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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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71 9.铁路总公司
铁道行业职业技
能鉴定考试

缴入国库
《国家计委 财政部关于核定铁道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
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计价格〔2002〕435号 参加考试人员 见文件

三、教育考试考务费

72

教育部门

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

缴入财政专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
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
布中央管理的教育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
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明
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鲁发
改成本〔2021〕472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价费字
〔1992〕367号，鲁发改成本〔2021
〕472号

各级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报名考务费每人每科次45元；实践课程考核费
每人每科次80元；毕业论文指导、答辩费（本
科）文科类每人次230元，理科类每人次260元
、毕业生审定费每人次50元、含毕业证书工本
费、材料费；转考手续费每人次20元，由转出
单位一次性收取。

自2021年7月1日
起执行，有效
期至2024年6月
30日

73
商务管理和金融
管理专业自学考
试

缴入财政专户
《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考试收费
问题的复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
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
2003〕2161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按照国家文件执行

74

教育部门

全国公共英语等
级考试（PETS）

缴入财政专户

《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考试收费
问题的复函》《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
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
范教育招生考试收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
2003〕2161号，鲁财综〔2014〕18
号，鲁价费函〔2017〕38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PETS1B-PETS2级笔试（含听力）60元/人.级、口
试40元/人.级；PETS3-4级（含听力）90元/人.
级，口试50元/人.级。（自2017年6月1日起执
行，有效期至2021年5月31日）

75
全国计算机应用
技术证书考试
（NIT）

缴入财政专户

《财政部 国家计委关于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考试收费
问题的复函》《关于重新核定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招生考试收费征缴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

财综字〔1999〕110号，发改价格〔
2008〕3699号，发改价格〔2003〕
2161，鲁财综〔2014〕18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每人每模块90元 2018年停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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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76

教育部门

高考(含成人高
考)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教育系统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
知》《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高校组织的小语种等招生
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省物价局财政厅关于高考
技能考试收费等有关问题的复函》《关于进一步规范教
育招生考试收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重新
明确成人高考报名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明
确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体能测试面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明确高考技能考试与高校组织的招
生考试收费政策的通知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
〔2003〕2161号，鲁价费函〔2016
〕95号，鲁价费函〔2016〕46号，
鲁财综〔2014〕18号，鲁发改成本
〔2019〕113号，鲁发改成本〔2019
〕660号，鲁发改成本〔2019〕1087
号  鲁发改成本〔2020〕829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普通高考：1.省考试院统一组织。报名费40元/
生；考试费：语数外每生每科30元，综合科
（专业知识）每生每科40元；美术、音乐与舞
蹈专业测试，初试每生110元，复试每生40元；
体育专业测试初试120元，复试40元。2.学校组
织。春季高考技能考试每生90元（含报名
费）；山东政法学院监狱学专业、山东警察学
院招生体能测试费、山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体
能测试面试费每生90元（含报名费），复试每
生40元；滨州学院飞行技术专业体检费，上站
检查每人次500元，复检每人次300元；小语种
招生、保送生、自主选拔招生、单独招生、综
合评价招生考试报名费每生30元，笔试每科40
元，面试每生50元；艺术、体育（特长生）测
试初试每生120元，复试每生40元。成人高考：
报名费每生40元，考试费：综合科每生每科40
元，其他科每生每科30元。

77 研究生招生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通
知》《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我省研究生
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
政厅关于规范我省研究生招生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
明确研究生招生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

教财〔2006〕2号，发改价格〔2003
〕2161号，教财〔1992〕42号，鲁
财综〔2014〕18号，鲁价费函〔
2009〕87号，鲁价费发〔2016〕2号 
鲁发改成本（2020）616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初试：硕士艺术建筑类220元/生，其他专业180
元/生，博士220元/生；复试：硕士艺术建筑类
80元/项，其他专业60元/项，博士90元/项,
省委党校招收的在职研究生招生考试为每生 100
元（共3项）。

78

教育部门

大学英语四、六
级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国家物价局 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教育系统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全国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试收费标
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招生考试
收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重新明确全国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
〔2008〕3699号，鲁财综〔2014〕
18号，鲁发改成本〔2019〕112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大学英语四、六级和大学少数语种考试考务费
为32元/生（含上缴教育部考试中心费用）。

79
全国外语水平考
试

缴入财政专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
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3〕2161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每份试卷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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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类别和部门 考试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80

教育部门

专科起点本科入
学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招生考试收费征缴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省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专科起点升本科入
学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

教财（2006）2号、发改价格〔2003
〕2161号，鲁财综〔2014〕18号，
鲁价费函〔2016〕80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每科次30元的收费标准，考试科目共4科。

81 计算机等级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新核定教育部考试中
心考试收费标准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规
范教育招生考试收费征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山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明确全国
计算机等级考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鲁发改成
本〔2021〕473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鲁政办
发〔2013〕110号，鲁财综〔2014〕
18号，鲁发改成本〔2021〕473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费：一、二、三级每人每
级72元，四级每人112元。

自2021年7月1日
起执行，有效
期至2024年6月
30日

82
同等学历申请硕
士、博士学位水
平全国统一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家计委 财政部关
于调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

教财〔2006〕2号，计价格〔2000〕
545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学位中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高校组织
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水平全国统一考
试，向参加考试人员收取报名考试费的收费标
准为：外语水平考试每人100元，学科综合考试
每人100元。

83

教育部门

全国网络统考考
试

缴入财政专户

《财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规范全国网络统
考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同意设立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
考试费收费项目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试点高校网
络教育全国统一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2008〕69号，财综〔2006〕4
号，发改价格〔2010〕955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每人每科35元

84 普通话水平测试 缴入国库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普通话水平测
试费和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工本费的复函 》《国家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普通话水平测试费和国家普通
话水平等级证书工本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关于规范普
通话水平测试费征缴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重新明确
普通话水平测试收费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 》

财综〔2003〕53号，发改价格〔
2003〕2160号，鲁财综〔2012〕47
号，鲁发改成本〔2019〕217号

省、市、县（市
区）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所属的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在校生每人次25元，其他人员每人次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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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教育部门

网络教育学生入
学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
现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批。

86 保送生测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
现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批。

87
艺术类、体育类
学生入学专业测
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
现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批。

88
高水平运动员以
及其他特殊类型
学生入学测试

缴入财政专户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
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教财〔2006〕2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
现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批。

89

教育部门

自费来华学生报
名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调整自费
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
的通知》

教外来〔1998〕7号，教财〔2006〕
2号

教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
现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批。              根据我国政府与派遣国双
边协议来华的自费生，应按接受学校规定的自
费生收费标准交纳各项有关费用；享受我国政
府部分免费待遇的留学生，应按上述标准交纳
免交部分之外的有关费用。

90
体育特殊专业招
生考试

缴入财政专户
《关于调整体育特殊专业招生考务费标准的通知 》《教
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
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计价格〔2000〕1553号，教财〔
2006〕2号

体育部门
参加该考试的
考生

普通高等学校收取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单独招生考试的考务费收费标准为 20元，
向成人高等学校收取的运动训练专业单独招生
的考务费收费标准为50元。                        
高校考试费收费标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
现行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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