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 号 
 

各专业系： 

我院2019年上半年职业技能鉴定报名工作定于2019年5月6至5

月9日进行，为确保报名工作有序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时间及地点 

1.高新校区 

报名时间：5月6～7日8:00～18:30（中午不休息） 

报名地点：高新校区行政楼A2-216 

2.临渭校区 

报名时间：5月8～9日8:00～18:30（中午不休息） 

报名地点：临渭校区实训楼S205（职业技能鉴定站办公室） 

二、报名项目 

1.通用工种 

因政策的变更，请学生报考前认真对照表1，按照专业、年级

选择对应可报考的工种。电工、钢筋工、钳工、焊工、混凝土工

等5个工种不受专业和年级限制，学生可根据需要自由报考（所有

工种均为四级）。 

表 1 各专业可考取的职业鉴定工种一览表 



 2 

序

号 
专业名称（方向） 年级/班级名称 可报考工种 

1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五年

制 2014级 
建筑材料试验工 

2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刘勋班（三年制 2016级） 建筑材料试验工 

3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铁成 3162 建筑材料试验工 

4 市政工程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建筑材料试验

工、管道工 

5 土木工程检测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建筑材料试验工 

6 
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信号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信号工 

7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 三年制 2016、2017级 信号工 

8 
铁道通信与信息化

技术 
三年制 2017 信号工 

9 高速铁路客运乘务 三年制 2017级 货运员 

10 铁道交通运营管理 三年制 2016、2017级 货运员 

11 铁路物流管理 三年制 2016、2017级 货运员 

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铁路桥梁工、铁

路隧道工 

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技术 
三年制 2016级 线路工 

14 
地下工程与隧道工

程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建筑材料试验

工、铁路隧道工 

15 盾构施工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铁路隧道工 

16 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创新 3161 铁路隧道工 

17 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 3164 铁路隧道工 

18 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 3165 铁路隧道工 

19 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 3166 铁路隧道工 

20 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 3167 铁路隧道工 

21 盾构施工技术 盾构 3168 铁路隧道工 

22 工程造价 三年制 2016、2017级 建筑材料试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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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专业名称（方向） 年级/班级名称 可报考工种 

23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三年制 2016级 管道工 

24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三年制 2017级 铁路桥梁工 

25 高速铁道工程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 线路工 

26 铁道工程技术 邹超班（三年制 2016） 建筑材料试验工 

27 铁道工程技术 铁成 3161 

建筑材料试验

工、铁路桥梁

工、线路工 、

铁路隧道工 

28 铁道工程技术 
三年制 2016、2017级；五年

制 2014级 

建筑材料试验工

铁路桥梁工、铁

路隧道工、线路

工 

2.铁路特殊工种 

序号 工种名称 级别 

1 铁路线路工 

四级 

2 铁路通信工 

3 信号工 

4 接触网工 

5 机车电工 

6 货运员 

7 铁路客运员 

3.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工种 

序号 工种名称 级别 

1 工程测量员 三级（高级）、四级

（中级） 

三、收费标准 

1.通用工种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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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种名称 收费标准 

1 电工 350元/生 

2 钢筋工 350元/生 

3 建筑材料试验工 350元/生 

4 管道工 350元/生 

5 铁路桥梁工 350元/生 

6 线路工 300元/生 

7 信号工 300元/生 

8 货运员 300元/生 

9 钳工 350元/生 

10 焊工 450元/生 

11 铁路隧道工 350元/生 

12 混凝土工 350元/生 

2.铁路特殊工种收费标准 

序号 工种名称 收费标准 

1 铁路线路工 

双    项：300元/生 

实操单项：210元/生 

理论单项：90元/生 

2 铁路通信工 

3 信号工 

4 接触网工 

5 机车电工 

6 货运员 

7 铁路客运员 

3. 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工种收费标准 

序号 工种名称 收费标准 

1 工程测量员 
三级（高级）：500元／人 

四级（中级）：45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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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资料的准备 

1.通用工种 

二代身份证原件（未消磁） 

2.铁路特殊工种 

（1）电子版证件一张，大小16-18Kb，jpg格式（命名方式为

身份证号+姓名+工种）； 

（2）小二寸证件照一张（背面写上身份证号、姓名、工

种）； 

（3）二代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 

3.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工种技能鉴定 

（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面）； 

（2）学生证复印件一份； 

（3）《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见附

件1）纸质版一份，填写时请参照附件3； 

（4）《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报名汇总表》

（附件2）纸质版一份，同时提交电子版（均以班为单位）； 

（5）2寸蓝底彩色照片4张（1张贴到《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

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规定位置，3张半贴到身份证复印件

空白处）。 

五、收费方式 

1.通用工种及铁路特殊工种鉴定收费方式 

报名采用一卡通刷卡收费，不接收现金及转账缴费，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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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前将费用充至校园卡内，报名时携带本人校园卡缴费确

认，不得使用其他人的校园卡代缴。 

2.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工种收费方式 

工程测量员由西北测绘职工培训中心财务人员根据报名汇总

表以班级为单位现场刷卡收费，请报名班级确定一名负责人，报

名学生提前将报名费转至负责人银行卡内，届时统一刷卡缴费。 

六、报名流程 

1.通用工种 

第一步：报名学生持二代身份证原件（未消磁）到报名地点

审核报名资格； 

第二步：资格审核通过的学生由职业技能鉴定站工作人员录

入报名信息； 

第三步：收费人员收缴已录入信息的报名学生费用，完成报

名程序。 

2.铁路特殊工种 

第一步：报名学生持二代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报名地

点审核报名资格； 

第二步：资格审核通过的学生由职业技能鉴定站工作人员录

入报名信息； 

第三步：信息录已录入学生复核报名信息并提交纸质版照

片； 

第四步：收费人员收缴已录入信息的报名学生费用，完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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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程序。 

3.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工种技能鉴定 

第一步：报名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向鉴定站工作人员提交报名

汇总表 

第二步：鉴定站工作人员审核报名学生报名资料 

第三步：西北测绘职工培训中心财务人员现场收缴报名学生

报名费用。 

七、第十三届技能大赛获奖学生报名 

在学院第十三届技能大赛中获奖的学生，对符合条件的项

目，可报考我院举行的与获奖项目相对应的中级工技能鉴定考试

（仅限通用工种，且必须有该工种的报名资格），实操免考，但

仍需参加理论考试，考试通过者颁发对应项目的中级工证书。 

 

附件：1.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2.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报名汇总表 

      3.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样

表）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抄送：院领导（电子文档），存档。 

                                                                  （共印 2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