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要求调整方案

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1
注册城乡

规划师

自然资源部、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相

关行业协会

（一）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

作满 6年。

（二）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或取得建筑学

学士学位（专业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4 年。

（三）取得通过专业评估（认证）的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

历或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3 年。

（四）取得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专

业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2 年。

（五）取得通过专业评估（认证）的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

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专业学位），或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博士学

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1 年。

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取得其他专业的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

员，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年。

（一）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城乡规划业务

工作满 4 年。

（二）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或取得建筑

学学士学位（专业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3 年。

（三）取得通过专业评估（认证）的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

学历或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2 年。

（四）取得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建筑学硕士学位（专业

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 1 年。

（五）取得通过专业评估（认证）的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

或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专业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

满 1年。

（六）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博士学位。

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取得其他专业的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

人员，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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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2 注册测绘师

自然资源部、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

（一）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6

年。

（二）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4

年。

（三）取得含测绘类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测绘类专业研

究生班毕业，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3年。

（四）取得测绘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2年。

（五）取得测绘类专业博士学位，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1年。

（六）取得其他理学类或者工学类专业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

其从事测绘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2年。

（一）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4年。

（二）取得测绘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3年。

（三）取得含测绘类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测绘类专业

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2年。

（四）取得测绘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测绘业务工作满 1年。

（五）取得测绘类专业博士学位。

（六）取得其他理学类或者工学类专业学历或者学位的人

员，其从事测绘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3
注册核安

全工程师

生态环境部、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

（一）取得理工类专业学士学位，从事核安全工作满 5年；或

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从事核安全工作满 6 年。

（二）取得理工类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核安

全工作满 4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从事核安全工作满 5年。

（三）取得理工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核安全工作满 2年；或

取得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核安全工作满 3 年。

（四）取得理工类专业博士学位，从事核安全工作满 1年。

（一）取得核与辐射安全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核与

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 4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

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 5年。

（二）取得核与辐射安全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

位，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 3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大

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4年。

（三）取得核与辐射安全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

毕业，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 2 年；或取得其他专业

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

满 3年。

（四）取得核与辐射安全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

位，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 1年；或取得其他专业研

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从事核与辐射安全相关工作满 2 年。

（五）取得理工类专业博士学位。



3

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4 监理工程师

住 房和 城乡

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

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一）具有各工程大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高等职业教育），

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 6年。

（二）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

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 4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或专业学

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 2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经批准同意开展试点的地区，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

试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一）具有各工程大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高等职业教

育），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 4 年。

（二）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

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 3 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或专业

学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 2 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经批准同意开展试点的地区，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

考试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5 造价工程师

住 房和 城乡

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

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一级：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5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

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业

务工作满 6 年。

（二）具有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认证）的工程管理、工程

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4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

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5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硕士学位或者第二学士

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3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博士学位，从事工程造

价业务工作满 1年。

（五）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

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一级：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4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

经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

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5 年。

（二）具有工程造价、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认证）的工

程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

业务工作满 3 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

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4 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硕士学位或者第二学

士学位，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2 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博士学位。

（五）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

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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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5 造价工程师

住 房和 城乡

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水利

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二级：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2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

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业

务工作满 3 年。

（二）具有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

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1 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 2年。

（三）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业

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年。

二级：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

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1年;

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

经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

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2 年。

（二）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从事工程造价、工程管理业务工作满 1年。

（三）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

工程管理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6
建造师

（一级）

住 房和 城乡

建设部、人力

资 源社 会保

障部

（一）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年，

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4年。

（二）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4年，

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3年。

（三）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工作满 3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2年。

（四）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工作满 2 年，其中

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1年。

（五）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工作满 1 年。

（一）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建

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4 年。

（二）取得工学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3 年。

（三）取得工学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硕士学位，从

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2 年。

（四）取得工学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博士学位，从

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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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7 注册验船师

交通运输部、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

（一）A 级

1.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船舶检

验及其相关工作满 3年。

2.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

工作满 2年。

3.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博士学位，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

工作满 1年。

（一）A级

1.取得甲类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轮机工程、船舶电子电

气工程、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航海技术、能源与动力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下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2.取得乙类专业（甲类专业以外的其他工学类、理学类专业，

下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

工作满 1 年。

（二）B 级

1.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

相关工作满 3年。

2.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船舶检

验及其相关工作满 2年。

3.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

工作满 1年。

4.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博士学位。

（二）B级

1.取得甲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或者乙类专业博

士学位。

2.取得甲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者乙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学位或者乙类专业硕士学位，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满

1年。

3.取得乙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

满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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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7 注册验船师

交通运输部、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

（三）C 级

1.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中专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

工作满 3年。

2.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

相关工作满 2年。

3.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本科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

工作满 1年。

（三）C级

1.取得甲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2.取得甲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者乙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或学位，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满 1 年。

3.取得乙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

满 2年。

4.取得甲类专业中专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满 3

年。

取得其他类专业（非工学类、理学类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或学位，申请参加 A 级、B 级、C 级考试的人员，除应满足

相应等级的学历、学位要求外，其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

作的年限在乙类专业基础上相应增加 1年。

（四）D 级

取得工学类、理学类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从事船舶检验及其

相关工作满 1年。

取得其他类专业上述学历或学位，申请参加 A 级、B 级、C级

或 D 级考试的人员，其从事船舶检验及其相关工作相关的年限

相应增加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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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8 渔业船员 农业农村部

一、申请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考试资历条件

（一）初次申请：申请助理船副、助理管轮、机驾长、电机员、

无线电操作员职务船员证书的，应当担任渔捞员、水手、机舱

加油工或电工实际工作满 24 个月。

（二）申请证书等级职级提高：持有下一级相应职务船员证书，

并实际担任该职务满 24 个月。

一、申请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考试资历条件

（一）初次申请：申请助理船副、助理管轮、机驾长、电机

员、无线电操作员职务船员证书的，应当担任渔捞员、水手、

机舱加油工或电工实际工作满 12 个月。

（二）申请证书等级职级提高：持有下一级相应职务船员证

书，并实际担任该职务满 12 个月。

二、申请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考核资历条件

（一）专业院校学生：在渔业船舶上见习期满 12 个月。

（二）曾在军用船舶、交通运输船舶任职的船员：在最近 24

个月内在相应船舶上工作满 6个月。

二、申请海洋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考核资历条件

（一）专业院校学生：在渔业船舶上见习期满 3 个月。在校

学习期间在船实习 3 个月及以上的，可免除在渔业船舶上的

见习时限要求。

（二）曾在军用船舶、交通运输船舶任职的船员：在最近 12

个月内在相应船舶上工作满 3 个月。

三、申请内陆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资历条件

（一）初次申请：在相应渔业船舶担任普通船员实际工作满 24

个月。

（二）申请证书等级职级提高：持有下一级相应职务船员证书，

并实际担任该职务满 24 个月。

三、申请内陆渔业职务船员证书资历条件

（一）初次申请：在相应渔业船舶担任普通船员实际工作满

12 个月。

（二）申请证书等级职级提高：持有下一级相应职务船员证

书，并实际担任该职务满 12 个月。



8

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9

注册安全

工程师

（中级）

应急管理部、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

（一）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

业务满 5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

务满 7年。

（二）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

业务满 3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

务满 5年。

（三）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

业务满 2年；或具有其他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

务满 3年。

（四）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

满 1 年；或具有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 2 年。

（五）具有博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 1 年。

（六）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后，从事安全生产业

务满 3年。

（一）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

产业务满 5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

产业务满 6年。

（二）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生

产业务满 3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生

产业务满 4年。

（三）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安全生

产业务满 2年；或具有其他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安全生

产业务满 3年。

（四）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

务满 1 年；或具有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

2年。

（五）具有博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 1年。

（六）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后，从事安全生产

业务满 3 年。

10 拍卖师
中 国拍 卖行

业协会

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在拍卖企业工作

两年以上。
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和拍卖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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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业资格

名称

实施部门

（单位）
现报考条件 调整后报考条件

11
注册计量师

（一级）

市 场监 管总

局、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

（一）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年，

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 4年。

（二）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4年，

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 3年。

（三）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

工作满 3年，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 2年。

（四）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硕士学位，工作满 2 年，其中

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 1年。

（五）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博士学位，从事计量技术工作

满 1 年。

（六）取得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其工作

年限和从事计量技术工作的最低年限相应增加 1年。

（一）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计量技

术工作满 4年。

（二）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计量技

术工作满 3年。

（三）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

业，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 2 年。

（四）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从事计量

技术工作满 1 年。

（五）取得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其从

事计量技术工作的最低年限相应增加 1年。

12

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

人员资格

市 场监 管总

局

学历、检验经历、技术职称、专业培训等资历满足申请项目的

要求（其中报考检验师需持检验员证 4年及以上，并在有效期

内）。

学历、检验经历、技术职称、专业培训等资历满足申请项目

的要求（其中报考检验师需持检验员证 3 年及以上，并在有

效期内）。

13 执业药师

国家药监局、

人 力资 源社

会保障部

（一）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大专学历，在药学或中药学

岗位工作满 5年。

（二）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 3年。

（三）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班毕

业或硕士学位，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 1 年。

（四）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博士学位。

（五）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相关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员，

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的年限相应增加 1年。

（一）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大专学历，在药学或中药

学岗位工作满 4 年。

（二）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 2 年。

（三）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班

毕业或硕士学位，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 1 年。

（四）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博士学位。

（五）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相关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

员，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的年限相应增加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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