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实施细则 

 

为做好文物保护工程资格考核工作，促进文物保护工程

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根据《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

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

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

（试行）》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制定本细则。 

一、组织机构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责文物保

护工程资格考核工作，考务工作委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人事考试中心负责。 

二、报名条件 

凡中国公民（含港澳台居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

守职业道德，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参加文物保护

工程从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考试”）： 

（一）取得相关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并

从事文物相关工作 3 年以上的； 

（二）取得相近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并

从事文物相关工作 4 年以上的； 

（三）取得其他专业的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或

相关专业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物相关工作 5 年

以上的； 



（四）取得相近专业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

物相关工作 6 年以上的； 

（五）取得其他专业的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并从事文

物相关工作 7 年以上的； 

（六）具有相关专业的大专及以下学历，并从事文物相

关工作 7 年以上的； 

（七）具有相近专业的大专及以下学历，并从事文物相

关工作 8 年以上的； 

（八）具有其他专业的大专及以下学历，并从事文物相

关工作 9 年以上的。 

报名条件中的工作年限，是指取得申报学历（或同等

学位）前后在文物保护行业的累计工作年限，按周年计

算，计算截止日期为报考年度的 12 月 31 日。其中，全日

制教育的年限不计入工作年限，非全日制教育可计入工作

年限。 

报名条件中的专业相关性，包括“相关专业”“相近专业”

“其他专业”等，具体界定见下表： 

专业相关性对照表 

专业相关性 专业目录名称 专业 

相关 

专业 

《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

录》 

“考古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力学”“土木

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大类所含专业 

《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 

“历史学类”“建筑类”“材料类”“化学类”“力

学类”“土木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等学科

大类所含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目

录》 

“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土建施

工类”“建设工程管理类”“建筑材料类”“化工

技术类”等专业类所含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

专业目录》 

“土木水利类”专业类所含专业 

相近 

专业 

《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

录》 

“中国史”“测绘科学与技术”“地质资源与地

质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林业工程”“环境

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艺术学理论”“美术

学”“设计学”等学科大类所含专业； 

《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 

“地理科学类”“电气类”“测绘类”“地质类”、

“林业工程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林学类”

“美术学类”“设计学类”等学科大类所含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目

录》 

“建筑设备类”“环境保护类”“资源勘查类”

“电力技术类”“地质类”“测绘地理信息类”

“市政工程类”“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林业

类”“艺术设计类”等专业类所含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

专业目录》 

“资源环境类”“石油化工类”“加工制造类”

等专业类所含专业 

其他 

专业 
—— 

除上述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 

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同等学历，须参照《学位授予和人才

培养学科目录》；学士学位或同等学历，须参照《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目录》；大专学历须参照《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专业目录》；大专以下学历须参照《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

各学历（或同等学位）目录在查询时应对应其各自专业目录，

不同学历（或同等学位）之间不得跨目录申报。 

由于教育部发布的各专业目录存在名称调整与更新情

况，且各高校具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情况，因此，专业相关性

对照表难以覆盖所有专业名称。专业名称不在专业相关性对

照表内，若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相关专业一致，可按“相

关专业”报考，若多数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相关专业一致，

可按“相近专业”报考。 



三、考试设置和报考规则 

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

度。 

考试设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师 3 个专业

类别，报考人员只可选择其中 1 个专业类别报考，不可跨

类别报考。 

各专业类别考试科目设置见下表。 

各专业类别考试科目设置 

专业类别 公共必考科目 专业必考科目 专业选考科目 

责任设计师 
法律法规与 

工程管理 
勘察设计通论 

1.古建筑（设计师） 

2.石窟寺和石刻（设计师） 

3.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设计师） 

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设计师） 

5.壁画（设计师） 

6.保护规划（设计师） 

责任工程师 
法律法规与 

工程管理 
施工通论 

1.古建筑（工程师） 

2.石窟寺和石刻（工程师） 

3.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工程师） 

4.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工程师） 

5.壁画（工程师） 

责任监理师 
法律法规与 

工程管理 

1.监理通论 

2.监理实务 
（无） 

报考责任设计师或责任工程师专业的人员，须在连续 5

个年度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及至

少 1 个本专业的专业选考科目（2025 年为 2021 年起连续第

5 个年度），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业绩审核方可取得证

书；已取得证书的应试人员，可免考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

业的专业必考科目。 



报考责任监理师专业的人员，须在连续 5 个年度内通过

公共必考科目和 2 个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并在规定的时

间内通过业绩审核方可取得证书。 

四、报名办法 

2021 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采用网上报名、网

上缴费的方式。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在中国

人事考试网（www.cpta.com.cn）注册、报名及缴费。文物保

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由中国古迹遗址

保护协会收取。根据考试、考务相关成本测算，收费标准为

170 元/人˙科。报考人员若需开具考试费发票，请在缴费完

成后关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官方网站有关通知。 

2021 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实行告知承诺制，

考试报名时不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核。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须本

人亲自填报相关信息，并对填报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有效，以及本人符合考试报名条件作出承诺，承担不实承诺

的后果。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审核业绩证明材料和办理

专业证书时将对报名资格进行审查。 

五、考试时间、地点 

2021 年度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于 2021 年 9 月 4

日、5 日举行，在北京市、江苏省、西安市设置考点，报考

人员可自行选择考点城市。各考点详细地址以准考证标注

为准。 



本次考试为闭卷考试，各个科目的考试时间均 90 分钟，

试题均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试时，应携带黑

色水笔、2B 铅笔、橡皮。 

各科目考试时间安排如下。 

9 月 4 日 

8:30—10:00 法律法规与工程管理 

11:00—12:30 勘察设计通论、施工通论、监理通论 

14:30—16:00 古建筑（设计师）、古建筑（工程师）、监

理实务 

17:00—18:30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设计师）、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工程师） 

9 月 5 日 

8:30—10:00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设计师）、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工程师） 

11:00—12:30 石窟寺和石刻（设计师）、石窟寺和石刻

（工程师） 

14:30—16:00 壁画（设计师）、壁画（工程师） 

17:00—18:30 保护规划（设计师） 

六、证书的获取 

获取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责任工程师、责任监理

师证书的条件是通过考试并通过业绩证明材料的审核。 

（一）考试成绩通过规则 



各科考试成绩达到试卷总分的 60％即为通过（或合格）。 

责任设计师和责任工程师专业应试人员在连续 5个年度

内通过公共必考科目、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及至少 1 个本

专业专业选考科目后，责任监理师在连续 5 个年度内通过公

共必考科目和 2 个本专业的专业必考科目后，须在考试通过

日起 5 个年度内，提交考试成绩证明、人员信息证明材料、

业绩审核证明材料并经审核通过，方可获得相应证书。如应

试人员在 2021 年内考试成绩合格，可在 2025 年年底前申领

证书。2021年度考试成绩预计于 2021年 11月 20日前发布，

本次考试合格成绩视为 2021 年内考试成绩合格。 

已经取得证书或成绩合格具备申请证书资格的，增报本

专业其他专业选考科目时，免试公共必考科目和本专业必考

科目。 

参加 2015 年度、2019 年度、2020年度考试，尚未获得

证书的人员，其 2015 年度考试取得的考试科目合格成绩已

过期（超过了 5 个年度的有效期限）；其 2019 年度、2020 年

度取得的考试科目合格成绩仍然有效。 

（二）业绩认定与通过规则 

需提供与申报业务范围类型相对应的业绩证明材料，且

项目级别、数量应符合《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

法（试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资质管理办法（试行）》《文

物保护工程监理资质管理办法（试行）》要求： 



1．责任设计师：主持完成至少二项工程等级为一级，

或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通过相应文物主管部门审批

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项目；或者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

完成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至少八项工程等级为二级，

且通过相应文物主管部门审批的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项

目。 

2．责任工程师：主持完成至少二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

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程

施工项目；或者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管理至少四项工程等

级为一级，或至少八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

文物保护工程施工项目。 

3．责任监理师：主持监理至少二项工程等级为一级，或

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程

项目；或者作为主要人员参与监理至少四项工程等级为一级，

或至少八项工程等级为二级，且工程验收合格的文物保护工

程项目。 

（三）人员和业绩证明材料的内容 

1．人员信息证明材料：包括单位劳动合同（报考时所填

单位与合同单位不一致的，应提供报考单位离职证明），毕业

证书及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及社保证明文件（需盖当地社保部

门公章）。 

 



2．业绩审核证明材料 

勘察设计：包括项目合同、项目方案批准文件的复印件、

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说明人员在项目中承担的责任和工作

内容）、文本扉页（此项仅要求申报主持项目时提供）； 

施工/监理：包括项目合同、项目批准文件、验收文件的

复印件、单位盖章的证明材料（说明人员在项目中承担的责

任和工作内容）、开工文件或验收文件负责人签字页（此项仅

要求申报主持项目时提供）。 

七、惩戒措施 

文物保护工程从业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按照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执行。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 

2021 年 7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