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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一） 人社

1
计算机应用能力报名考

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70元/科。上缴

国家、省各10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1〕1969号，苏价费函〔2002〕9号

、苏财综〔2002〕5号，财预〔2002〕584号，苏

财预〔2002〕95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专

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

力考试”

2
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

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60元/科。上缴

国家25元/科、省30元/科（含主管部

门资格审查费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字〔2000〕27号，计价格〔2001〕434号，

苏价费函〔2002〕9号、苏财综〔2002〕5号，财

预〔2002〕584号，苏财预〔2002〕95号，发改

价格〔2004〕1108号，苏价费〔2005〕18号、苏

财综〔2005〕1号

国家公布项目

3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

等级考试

国家：报名费10元，考试费50元/科

。上缴国家4元/科、省16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费〔1998〕1060号，财预〔2002〕584号，

苏财预〔2002〕95号，发改价格〔2004〕1108

号，苏价费函〔2008〕59号、苏财综〔2008〕32

号

国家公布项目

4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报名

考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60元/科。上缴

国家4元/科、省21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计物价〔1993〕2473号，计价费〔1998〕1060

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苏价费函〔2008

〕59号、苏财综〔2008〕32号

国家公布项目

5
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

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60元/科。上缴

国家8元/科、省17元/科（含主管部

门资格审查费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费〔1998〕1060号，财预〔2002〕584号，

苏财预〔2002〕95号，苏价费函〔2008〕59号、

苏财综〔2008〕32号

国家公布项目

6  
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客观题考试费60元/科

、主观题120元/科。客观题：上缴国

家7元/科、省28元/科；主观题：监

理工程师，上缴国家7元/科、主观题

阅卷10元/科、省78元/科（含主管部

门资格审查费）。造价工程师上缴

国家7元/科、省88元/科（含主管部

门资格审查费）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费〔1998〕1060号，苏价费函〔2002〕9号

、苏财综〔2002〕5号，财预〔2002〕584号，苏

财预〔2002〕95号，苏财综〔2005〕1号

国家公布项目

7
初级、中级出版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55元/科。上缴

国家12/科、省38元/科（含主管部门

资格审查费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费〔1998〕1060号，财预〔2002〕584号，

苏价费函〔2003〕122号、苏财综〔2003〕110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出

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考试”

 张家港市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截至2018年5月31日）

一、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职称等考试考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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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8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60元/科。上缴

国家：客观题8元/科、主观题12元/

科；上缴省：客观题27元/科、主观

题23元/科（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5

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4〕1108号，苏价费〔2005〕18号

、苏财综〔2005〕1号，发改价格〔2007〕2016

号

国家公布项目

9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

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客观题62元/科、主

观题70元/科。客观题上缴国家12元/

科、省45元/科，主观题上缴国家20

元/科、省4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5〕317号，苏价费函〔2005〕135

号、苏财综〔2005〕46号，苏价费函〔2010〕51

号

国家公布项目

10
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

业水平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宏观经济政策、投

资建设项目组织形式68元/科，上缴

国家每人每科18元、省45元（含主

管部门资格审查费5元/科）。投资建

设项目决策、实施74元/科，上缴国

家每人每科24元、省每科45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06〕22号、发改价格〔2006〕1577号，

苏价费函〔2007〕20号、苏财综〔2007〕4号，

发改价格〔2008〕2666号，苏价费函〔2010〕51

号

国家公布项目

11
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

报名费10元，考试费三级笔译125元/

科、口译560元/人，二级笔译140元/

科、口译630元/人，一级笔译300元/

科。三级：笔译上缴国家75元/科、

省24元科，口译上缴国家90元/科；

二级：笔译上缴国家90元/科、省24

元/科，口译上缴国家100元/科；一

级笔译上缴国家200元/科、省74元/

科，口译上缴国家300元/科，同声翻

译上缴国家400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4〕1086号，苏价费〔2005〕18号

、苏财综〔2005〕1号，发改价格〔2009〕1586

号、苏价费〔2010〕9号、苏财综〔2010〕2号，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苏价费〔2013〕332

号

国家公布项目

12
注册建造师（全国一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综合56元/科（上缴

国家6元、省15元），专业75元/科

（上缴国家25元、省15元）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4〕2389号，苏价费函〔2005〕

134号、苏财综〔2005〕45号，苏价费〔2007〕

267号、苏财综〔2007〕64号，发改价格〔2007

〕1467号

国家公布项目

13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初、中级60元/科，高级80/科。初、

中级上缴国家12元/科、缴省18元 /

科，高级上缴国家20元/科、缴省50

元/科（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5元/

科）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444号，计价格〔2002〕97号，

苏价费函〔2002〕41号、苏财综〔2002〕34号，

苏价费函〔2002〕72号、苏财综〔2002〕72号，

财预〔2002〕584号，苏财预〔2002〕95号，发

改价格〔2013〕1494号、苏价费〔2013〕332号

国家公布项目

14
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

试

报名费10元，客观题62元/科（上缴

国家12元、省20元），主观题68元/

科（上缴国家18元、省2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8〕278号，苏价费函〔2008〕60

号、苏财综〔2008〕33号，发改价格〔2013〕

1494号、苏价费〔2013〕332号，苏价费函〔

2010〕51号

国家公布项目

20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15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

业水平考试

案例分析55元/科（上缴国家20元、

省 25元，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

费），其他科目35元/科（上缴国家

10元、省2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7〕1925号，苏价费函〔2008〕60

号、苏财综〔2008〕33号，苏价费函〔2010〕51

号

国家公布项目

16 招标师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客观题75元/科（上

缴国家25元/科、省20元/科），主观

题80元/科（上缴国家30元/科、省20

元/科，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

国家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09〕57号、苏财综〔2009〕37号，

苏价费函〔2011〕51号
国家公布项目

17
统计专业职称资格报名

考试费

初中级统计师：60元/科，上缴国家

11元/科、省19元/科（含主管部门资

格审查费5元/科）；高级统计师：报

名费10元/人，考试费100元/科。上

缴省95元/科（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

费）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105号，计价格〔2002〕964号，

财预〔2002〕584号，苏财预〔2002〕95号，苏

价费〔2003〕124号、苏财综〔2003〕41号，苏

财综〔2009〕26号、苏财综〔2011〕96号

国家公布项目

18
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

格考试收费

报名费10元/人，客观题60元/科（上

缴国家52元/科、省3元/科，含主管

部门资格审查费5元/科），主观题

120元/科（上缴国家94元/科、省21

元/科，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5元/

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字〔2000〕27号，计价格〔2000〕546号，

苏价服〔2001〕32号
国家公布项目

19
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收

费

报名费10元/人，客观题78元/科（上

缴国家18元/科、省50元/科，含主管

部门资格审查费5元/科），主观题85

元/科（上缴国家25元/科、省50元/

科，含主管部门资格审查费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10〕49号、发改价格〔2010〕1660号，

苏价费函〔2010〕55号

国家公布项目。自2015年1

月1日起，收费标准重新核

定

20
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收

费

一级注册计量师报名费10元/人，考

试费82元/科（含上缴国家22元）；

二级注册计量师报名费10元/人，考

试费78元/科（含上缴国家18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10〕77号、发改价格〔2010〕2466号，

苏价费函〔2011〕13号
国家公布项目

21
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

格考试

报名费10元，消防安全技术实务、

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两科考务费

为65元/科，其中上缴国家15元/科、

省20元/科（含业务主管部门资格终

审费5元/科）；消防安全分析考务费

为69元/科，其中上缴国家19元/科、

省20元/科（含业务主管部门资格终

审费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15〕89号 国家公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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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22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

报名费10元/人，综合知识60元/科、

专业知识120元/科。综合：上缴省20

元/科，专业：上缴省80元/科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05〕232号、苏财综〔2005〕94号

23
江苏省职称外语（古汉

语）普通水平考试

机考：报名费10元，考试费60元 /

科，上缴省25元/人（含拨付ATA公

司5元/科）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08〕59号、苏财综〔2008〕32号

24
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信

息化素质培训考核

机考：报名费10元，考试费80元 /

科，上缴省23元/人（含拨付ATA公

司9元/科）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1999〕33号、苏财综〔1999〕47号

25
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公

务员招考报名考试费

笔试费98元/人（上缴省48元/人），

含报名费、考试费。面试考试费100

元/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专业

科目考试44元/科次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02〕9号、苏财综〔2002〕5号，苏

价费函〔2006〕184号、苏财综〔2006〕86号、

苏价费函〔2008〕59号、苏财综〔2008〕32号

26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考试

收费
98元/人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09〕68号、苏财综〔2009〕43号

27
出国培训备选人员外语

考试收费
考务费150元/人，上缴国家1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02〕83号、发改价格〔2004〕672号，

苏价费〔2004〕450号、苏财综〔2004〕146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中

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

（二） 住建

28
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29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

水电工程）执业资格考

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0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

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

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1
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2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

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3
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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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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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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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

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5
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

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6

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

业资格（基础、专业）

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7

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

业资格（基础、专业）

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8
注册机械工程师执业资

格基础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39
注册冶金工程师执业资

格基础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40
注册采矿/矿物工程师执

业资格基础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41
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

执业资格基础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42
一级、二级注册建筑师

执业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43

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

工程）执业资格基础考

试 

报名费10元/人，在上缴国家考务费

的基础上加收考试费每人每科50元

。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苏价服〔2016〕2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44
建筑工程质量检查员资

格考试收费
报名费10元/人，考试费50元/科 省 缴入国库

苏价服函〔2003〕7号、苏财综〔2003〕4号，苏

价服〔2016〕2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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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委

45 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收费

兽医综合知识考试（共4科）每人每

科65元（其中上缴国家每人每科11

元）、水生动物类兽医综合知识

（共4科）每人每科70元（其中上缴

国家每人2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09〕71号、发改价格〔2009〕104号，

苏价农〔2010〕196号、苏财综〔2010〕43号，

苏价农函〔2012〕26号、苏财综〔2012〕37号，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苏价费〔2013〕332

号，苏价农函〔2014〕5号

国家公布项目

46 渔业船舶船员考试费 按价费字〔1992〕452号执行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452号，计价格〔2001〕523号，

苏价费〔2001〕164号、苏财综〔2001〕80号，

苏财综〔92〕94号、苏价费函〔1992〕第51号，

财预〔2002〕584号，苏财预〔2002〕95号，苏

财综〔2008〕96号、苏价费〔2008〕392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海

洋渔业船舶船员考试费

”，取消渔业船舶考试发

证费

卫生

计生

47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初级50元/科、中级70元/科（上缴国

家20元、省1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1〕2043号，苏价费函〔2001〕199

号、苏财综〔2001〕174号，财预〔2002〕584

号，苏财预〔2002〕95号，苏价费〔2005〕325

号、苏财综〔2005〕84号，发改价格〔2013〕

1494号、苏价医〔2013〕66号、苏价费〔2013〕

332号，财税〔2016〕14号

国家公布项目，取消护理

专业初级护士考试费

48 医师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人，综合笔试考试费：

执业医师260元/人，执业助理医师

150元/人；实践技能考试费：临床类

、中医类、公共卫生类180元/人，口

腔类270元/人，上缴国家的考务费按

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字〔1999〕176号，计价格〔1999〕2267

号，计办价格〔2001〕616号，财预〔2002〕584

号，苏财预〔2002〕95号，财税〔2016〕14号，

苏价医函〔2016〕20号

国家公布项目

49 医学博士外语考试费 120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国家公布项目

50 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收费 60元/科，上缴国家11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税〔2016〕14号，苏价医函〔2016〕19号

51 助产技术考核收费
报名费5元，考核费35元/人，缴省8

元/人
省 缴入国库 苏财综（1998）36号、苏价费函〔1998〕44号

（五） 财政  

52 注册会计师报名考试

注会92元/科，注会证券期货相关考

试80元/科。注会考试上缴国家10元/

科、机考公司42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计价格〔2001〕527号，财预〔2002〕584号，苏

财预〔2002〕95号，苏价费函〔2013〕128号
国家公布项目

（四）

24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53 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报名费10元，初级、中级考试费60

元/科。上缴国家6元/科。高级考试

费110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333号，计价格〔2000〕1567

号，计价格〔2001〕604号，苏价费函〔2001〕

172号，财预〔2002〕584号，苏财预〔2002〕95

号，苏价费函〔2002〕142号，苏价费函〔2004

〕52号、苏价费函〔2005〕99号，苏价费函〔

2011〕30号

国家公布项目

交通

运输

54 引航员考试 450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191号，计价格〔2001〕523号，

计价格〔2001〕2717号，苏价费〔2003〕141号

、苏财综〔2003〕51号，财预〔2003〕470号

国家公布项目，包括：理

论考试、实际操作考试和

补考

55 注册验船师考试 450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191号，计价格〔2001〕523号，

计价格〔2001〕2717号，苏价费〔2003〕141号

、苏财综〔2003〕51号，财预〔2003〕470号，

财综〔2010〕1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

国家公布项目，包括：理

论考试、实际操作考试和

补考

56
船员适任证书考试（含

海船及内河船员）

海船船员450元/人，内河船员100元/

人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191号，计价格〔2001〕523号，

计价格〔2001〕2717号，苏价费〔2003〕141号

、苏财综〔2003〕51号，财预〔2003〕470号

国家公布项目，包括：理

论考试、实际操作考试和

补考

57
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

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

检测维修师：理论考试65元/人，实

操330元/人；检测维修工程师：理论

考试70元/人；实操335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11〕10号、发改价格〔2012〕328号、

苏价服函〔2013〕98号，苏价服函〔2015〕77号
国家公布项目

（七） 经信

58
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

格和水平考试教务收费

每人每科70元（含上缴国家每人每

科9元），上机考试另加收30元上机

考试费

国家 缴入国库

发改价格〔2003〕2148号，苏价费〔1997〕69

号，苏价服〔2010〕237号、苏财综〔2010〕48

号

国家公布项目

（八） 教育

59 教师资格考试费

笔试费（含机考）每人每科52元，

面试费每人每次135元，《教师资格

证书》免费

国家 财政专户

财综〔2006〕34号、发改价格〔2006〕2221号，

苏价费〔2007〕210号、苏财综〔2007〕41号，

苏价费函〔2013〕1号，苏价费函〔2014〕25号

国家公布项目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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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安

60 驾驶许可考试费

理论考试（科目一）：每人次30

元；场地驾驶技能考试（科目

二）：每人次140元。不使用电子道

路仪每人次80元；路考和安全文明

驾驶常识（科目三）：每人次90元

。以上为最高收费标准。三轮机动

车、摩托车类科目一每人次30元，

其余科目减半收取。科目二和科目

三中路考可以免费补考一次，科目

三中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合格

的，补考不另行收费

国家 缴入国库

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2004〕2831

号，《道路交通安全法》，苏价费函〔2009〕37

号、苏财综〔2009〕20号，苏价费〔2013〕52号

国家公布项目

61 公安管理自学考试收费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2002〕224号、苏财综〔2002〕90号

公安管理专业本科段 120元/门 苏价费函〔1999〕85号、苏财综〔1999〕116号

大专自学考试报名考试

费
33元/门 苏价费〔2002〕224号、苏财综〔2002〕90号

（十） 司法

62 司法考试费

每人260元/4门，其中交省95元（含

上交司法部每人30元费用），市留

165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02〕6号，计价格〔2002〕154号，苏财

综〔2002〕29号、苏价费〔2002〕106号，苏价

费函〔2008〕118号、苏财综〔2008〕66号，财

预〔2009〕79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司

法考试考务费、考试费”

（十一）
广播电影电

视

63
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

员资格考试收费

新闻采编每人150元、播音员/主持人

每人230元，每减少一科减少20元

（口试减少60元）。新闻采编上缴

国家30元、播音员/主持人上缴4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05〕33号，财综〔2008〕37号，发改价

格〔2008〕1539号，苏价服〔2008〕265号、苏

财综〔2008〕61号

国家公布项目

（十二） 旅游

64
旅行社从业人员资格考

试收费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04〕87号，财综〔2006〕31号，发改价

格〔2006〕2051号，发改价格〔2010〕915号，

苏财综〔2004〕154号

取消旅行社经理资格、导

游员资格等级证书工本费

。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导

游人员资格考试

（1）导游人员资格报

名考试费
310元/人，其中报名费10元 苏价服函〔2007〕69号、苏财综〔2007〕29号

26



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2）导游人员等级报

名考试费（中、高级）

210元/人，其中报名费10元，考试费

200元/人（共两门）。中级上缴国家

16元/人.科、高级上缴国家30元/人.

科

苏价服函〔2007〕69号、苏财综〔2007〕29号

（十三） 知识产权

65 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65元/科，上缴国家15元/科 国家 缴入国库

价费字〔1992〕332号，财预〔2002〕584号，苏

财预〔2002〕95号，苏价费〔2006〕174号、苏

财综〔2006〕32号，发改价格〔2010〕1258号，

发改价格〔2013〕1494号，苏价费〔2013〕332

号

国家公布项目

通信

管理

66
通信技术人员职业水平

考试费

每人每科70元（含上缴国家每人每

科20元）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11〕90号，发改价格〔2011〕2402号，

苏价服函〔2011〕114号
国家公布项目

相关

部门

67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考试收费

笔试费100元/人，含报名费、考试费

。面试考试费100元/人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2007〕146号

相关

部门

2 公安 保安员资格考试费
理论考试：每人次40元；证书免费

颁发，在半年内可免费补考一次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11〕60号，发改价格〔2011〕2333号，

苏价费〔2011〕394号
国家公布项目

交通

运输

1

大学英语四、六级报名

考试收费（含口语考

试）

报名考试费30元/生，四、六级分别

上缴国家8、10元/生；口语考试费50

元

国家 财政专户

教财〔1996〕101号，价费字〔1992〕367号，苏

价费函〔2005〕111号、苏财综〔2005〕35号，

苏价费〔2005〕335号、苏财综〔2005〕87号，

发改价格〔2008〕3699号、苏价费〔2009〕58号

、苏财综〔2009〕5号

国家公布项目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经

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考试”

3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考试
知识考核30～40元/人，技能考核140

～150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财综〔2010〕39号、发改价格〔2010〕1615号，

苏财综〔2007〕65号，苏价服函〔2009〕62号

（十四）

1
职业技能鉴定收费（包

括特有工种）

按鉴定级别，知识考核30—90元 /

人，技能考核100—330元/人
国家 缴入国库

苏价费﹝2004﹞465号、苏财综﹝2004﹞160号，

苏价费﹝2005﹞93号、苏财综﹝2005﹞23号，苏

价费﹝2006﹞232号、苏财综﹝2006﹞41号、苏

劳社财﹝2006﹞2号，苏价费﹝2006﹞224号，苏

价费﹝2012﹞83号，财税〔2015〕69号，发改价

格〔2015〕2673号，苏价费函〔2016〕53号

 

（十五）

二、职业技能鉴定等考试考务费

三、教育考试考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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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招生考试收费

（1）普通高中招生报

名费、考试费
报名费12元/名，考试费9元/科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5〕27号、苏价费〔2005〕110号、

苏财综〔2005〕27号，苏价费〔2008〕128号

包括高中单独招生报名考

试费

（2）中专校招生报名

费、考试费（招初中

生）

报名费12元/名，考试费9元/门，上

缴省4元/生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5〕27号、苏价费〔2005〕110号、

苏财综〔2005〕27号

（3）中专校招生报名

费、考试费（招高中

生）

报名费20元/名，考试费24元/门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3〕18号、苏价费〔2003〕134号、

苏财综〔2003〕45号

 
（4）普通高校招生报

名费、考试费

报名费20元/生、考试费26元/门，分

成比例为国家1元、省67元、市17元

、县65元

国家 财政专户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

号，苏价费〔2007〕153号、苏财综〔2007〕26

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高

考（含成人高考）报名考

试考务费”

（5）普通（民办）高

等学校网上录取费
本地20元/名，异地30元/名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2001〕191号、苏财综〔2001〕99号、

苏教财〔2001〕68号

对参加网上录取的普通

（民办）高校收取

 
（6）成人高校招生报

名费、考试费

报名费20元/生；报考高中起点本、

专科的，考试费20元/门（“3＋2”

考生，两门专业课考试费为20元 /

门，含交部考试中心4元/门），报考

大专起点本科班的，考试费24元/门

（含交教育部考试中心4元/门）

国家 财政专户
苏价费〔2005〕235号、苏财综〔2005〕65号，

苏价费函〔2011〕87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高

考（含成人高考）报名考

试考务费”

（7）普通高校招生体

检费
20元/生，不包括肝功能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0〕23号、苏价费〔2000〕97号

（8）普通高校、成人

高校招生测试收费

自主招生院校测试费，每生60元；

艺术、体育等入学测试费，每生60

元；公安类院校招生面试及体能测

试费，每生120元；保送生测试费，

每生120元；艺术、体育类学生入学

专业测试费，每生每科60元，复试

的，每生每科40元。需到外省市设

点考试的，在省外考点可加上浮

30%；高校单独对口招生考试费，理

论考试费按高考统考科目收费标准

收取，技能考试费每科40元

国家 财政专户
教财〔2006〕2号，苏价费〔2007〕423号、苏财

综〔2007〕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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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研究生招生考试

费

120元/生，上缴国家2.5元/科。在职

人员攻读硕士全国联考80元/人.科
国家 财政专户

教财〔1992〕42号，财综字〔1995〕16号，发改

价格〔2003〕2161号，苏教财〔2001〕38号、苏

价费〔2001〕141号，发改价格〔2004〕2839

号，苏价费〔2004〕468号、苏财综〔2004〕158

号，苏价费函〔2010〕56号

国家公布项目

（10）政法干警招录教

育考试收费
每人20元，考试费为每门26元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009〕79号、苏财综〔2009〕50号

自2015年1月1日起，收费

标准重新核定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费 国家

（1）报名考试费
43元/科，上缴省15元/科、市县留28

元/科
财政专户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

号，苏价费函〔2002〕114号、苏财综〔2002〕

118号。苏价费函〔2014〕64号

包括社会开考专业和委托

开考专业

（2）学士学位评审费

（含邮寄费）
200元/人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002〕114号、苏财综〔2002〕118号

（3）准考证工本费 5元/证 财政专户
苏教财〔1999〕42号、苏价费〔1999〕214号、

苏财综〔1999〕141号

（4）实践课程考核费 60元/课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1〕139号、苏价费〔2001〕310号、

苏财综〔2001〕171号

（5）毕业论文指导、

答辩费
文科类200元/人，理工科220元/人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1〕139号、苏价费〔2001〕310号、

苏财综〔2001〕171号

（6）自学考试增考费 100元/课 财政专户 苏价费〔2009〕278号、苏财综〔2009〕45号

（7）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特色专业收费

2100～4800元 /年，取消上下浮动

15%规定
财政专户

苏教财〔2003〕48号、苏价费〔2003〕186号、

苏财综〔2003〕71号，苏价费〔2009〕278号、

苏财综〔2009〕45号

（8）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专接本收费

学费：公办专科院校，全日制学生

4200～4800元/年。民办专科院校，

全日制学生12000～15000元/年；考

试费100元/科次，学生首次补考不收

费，学校上缴省教育考试院50元，

非首次补考的学生缴纳补考费50

元，并上交省考试院

财政专户

苏财综〔2004〕112号、苏价费函〔2004〕150

号，苏价费〔2009〕278号、苏财综〔2009〕45

号，苏价费函〔2011〕5号，苏价费〔2014〕135

号

4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

考试费
每生每次20元，上缴省12元/生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012〕43号

5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报名费

一至二级90元/人（其中笔试60元、

口试30元），三至四级120元/人（其

中笔试80元、口试40元）

国家 财政专户
财综〔1999〕110号，计价格〔1999〕1199号，

苏财综〔2004〕72号、苏价费函〔2004〕85号
国家公布项目

6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费
一至三级70元/人，四级80元/人。上

缴国家10元/生（含上机考试费5元）
国家 财政专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苏财综〔2004〕72号

、苏价费函〔2004〕85号，苏财综〔2013〕103

号

国家公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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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立项   级别
资金管理

方式
文件依据 备  注

7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

书报名考试费
85元/人，上缴国家20元/人.模块 国家 财政专户

发改价格〔2008〕3699、苏价费〔2009〕58号、

苏财综〔2009〕5号
国家公布项目

8
中英合作商务管理和金

融管理专业考试费
90元/科，上缴国家60元/人.科 国家 财政专户

财综〔1999〕110号，苏教财〔2001〕139号、苏

价费〔2001〕310号、苏财综〔2001〕171号，发

改价格〔2003〕2161号

国家公布项目

9
学历文凭统考报名考试

费
50元/门，上缴国家8元/人.科 省 财政专户 苏财综〔2004〕72号、苏价费函〔2004〕85号  

10
“专转本”报名费、考

试费

报名费10元/生，考试费45元/科，上

缴国家2.5元/人.科（共三科）
国家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002〕64号、苏财综〔2002〕59号，

发改价格〔2003〕2161号，苏价费函〔2014〕26

号

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专

科起点本科入学考试”

11 普通话水平测试 学生25元，其他人员50元 国家 财政专户
财综〔2003〕53号、发改价格〔2003〕2160号，

苏价费〔2004〕104号、苏财综〔2004〕29号
国家公布项目

12
硕士学位水平统一考试

报名考试费
100元/科，上缴国家60元/人.科 国家 财政专户 计价格〔2001〕1226号

国家项目名称为“同等学

历申请硕士、博士学位水

平全国统一考试”

13 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
报名费400～800元/人，学费、住宿

费见文件
国家 财政专户

教育部、国家计委教外来〔1998〕7号，苏教财

〔1998〕96号、苏价费〔1998〕469号

14
普通高校非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等级考试收费
18～24元/生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1998）94号

15
普通高中阶段学业水平

测试考试收费

学业水平测试选修科目考试：报名

费20元/生、考试费26元/门，分成比

例为省68元、市17元、县65元。必

选科目考试：技术课程（含通用技

术和信息技术）20元，分成比例为

省5元、市2元、县13元，其他科目

每门15元（共4门），分成比例为省

7元、市1元、县7元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2007〕153号、苏财综〔2007〕26号，

苏价费函〔2010〕56号

16
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

后教育统考报名考试费
20元/门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002〕64号、苏财综〔2002〕59号

17 新教师录用招考考试费 90元/人 省 财政专户 苏财综〔2003〕84号、苏价费函〔2003〕91号

18

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

校软件服务外包类专业

嵌入式人才培养收费

本科：基准学费+2000元/生.年；专

科：基准学费+1800元/生.年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2013〕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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