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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一览表 

（2018 年 7 月 12 日整理） 

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工程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助理工程师 

3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专业阶段考试合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4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全科考试合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5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I 级 无对应关系 

6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II 级 无对应关系 

7 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员资格证书：III 级 无对应关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工程师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工程师或经济师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 工程师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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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石油天然气工程师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冶金工程师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采矿/矿物工程师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机械工程师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A 级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 工程师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B 级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 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C 级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 助理工程师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D 级注册验船师资格证书 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3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演出经纪人资格证 无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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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执业助理医师 可聘医士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执业医师 可聘医师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可聘护士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 工程师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 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证 
无对应关系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工程师或经济师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主管药师或主管中药师 

4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 工程师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或工程师 

49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中级 工程师 

50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初级 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高级

（系统分析员水平、系统分析师、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网络规划设

计师、系统构架设计师、系统规划与管理师） 

高级工程师 

52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中级

（高级程序员资格、高级程序员水平、网络设计师水平、软件评测师、

软件设计师、网络工程师、多媒体应用设计师、电子商务设计师、信

息系统监理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嵌入式系

统设计师、计算机辅助设计师、信息技术支持工程师、系统集成项目

管理工程师、信息安全工程师、计算机硬件工程师、软件过程能力评

估师）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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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初级

（程序员资格、程序员水平、网络程序员水平） 
助理工程师 

54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初级

程序员资格、初级程序员水平 
技术员 

55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证书：程序

员、网络管理员、电子商务技术员、信息处理技术员、信息系统运行

管理员、多媒体应用制作技术员、网页制作员 

助理工程或技术员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社会工作师 聘任相应中级 

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助理社会工作师 聘任相应助理级 

5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会计中级 会计师 

5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会计初级 助理会计师或会计员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经济中级 经济师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经济初级 助理经济师或经济员 

6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64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 工程师 

6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职业资格证书 助理经济师 

67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机动车

检测维修工程师 
工程师 

68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机动车

检测维修士 
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试验检测师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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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7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助理试验检测师 
助理工程师 

7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卫生专业中级 
主治（中）医师、主管（中）

药师、主管技师、主管护师 

7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卫生专业初级（师） 
（中）医师、（中）药师、技

师、护师 

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卫生专业初级（士） 
（中）医士、（中）药士、技

士、护士 

7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中级 审计师 

7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审：初级 助理审计师或审计员 

76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77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注册实习审核员证书 无对应关系 

78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注册审核员证书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注册认证检查员证书 
无对应关系 

79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 技术编辑、一级校对 

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 
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

二级校对编辑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中级 统计师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初级 助理统计师或统计员 

83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 经济师 

84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 助理经济师或经济员 

85 中国证证券业协会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 无对应关系 

86 中国期货业协会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合格证 无对应关系 

87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证书：文物保护工程责

任设计师、文物保护工程责任工程师、文物保护工程责任监理师证书 
无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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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88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文物保护工程专业人员证书：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技术人员、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员证书 
无对应关系 

89 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证书：二级口译、二级笔译 翻译 

90 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证书：三级口译、三级笔译 助理翻译 

9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职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9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96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97 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证书 经济师或会计师 

9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中级 工程师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 助理工程师或技术员 

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 国际商务师或经济师 

1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销员从业资格证书 
助理级：助理国际商务师或

助理经济师；员级：经济员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师资格证书 经济师 

105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师职业水平证书 经济师 

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广告师 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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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与职称的对应关系 

（可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 

1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证书：助理广告师 助理经济师 

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棉花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证书 工程师 

109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权评估师执业资格证书 无对应关系 

1108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 经济师 

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助理矿业权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 助理经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