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一、总

则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活动监管，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促进建
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
定本标准。

（一）资质分类分级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综合资质、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和专业
作业资质 4 个序列。其中施工综合资质不分类别和等级；施工总承包资质设有
13 个类别，分为 2 个等级（甲级、乙级）；专业承包资质设有 18 个类别，一般
分为 2 个等级（甲级、乙级，部分专业不分等级）；专业作业资质不分类别和等
级。本标准包括建筑业企业资质各个序列、类别和等级的资质标准。

（二）基本条件
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资产；
2.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注册建造师及工程技术人员；
3.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4.具有必要的技术装备。

（三）业务范围
1.施工总承包工程应由取得施工综合资质或相应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承
担。取得施工综合资质和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对所承接的施工总承包工程
的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将专业工程依法进行分包。对设有资质的专
业工程进行分包时，应分包给具有相应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取得施工综合资质
和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将专业作业分包时，应分包给具有专业作业资质的企
业。
2.设有专业承包资质的专业工程单独发包时，应由取得相应专业承包资质的
企业承担。取得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具有施工综合资质和施工总承包资
质的企业依法分包的专业工程或建设单位依法发包的专业工程。取得专业承包资
质的企业应对所承接的专业工程全部自行组织施工，专业作业可以分包，但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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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给具有专业作业资质的企业。
3.取得专业作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具有施工综合资质、施工总承包资质和
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分包的专业作业。
4.取得施工综合资质和施工总承包资质的企业，可以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
内的相应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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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

准

（一）施工综合资质标准
施工综合资质不分等级。
1.1 资质标准
1.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3.6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5000 万元以上；
（3）银行授信额度近 3 年均在 5 亿元以上；
（4）具有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水利水电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冶金工程、石油化工工程、通信工程、
机电工程、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中的 2 项以上。
1.1.2 企业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
建造师；主持完成过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标准要求的 2 项以上对应不同考核指标
的工程业绩；
（2）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 50 人以上，其中申报施工综合资质的 2 项施工总
承包甲级资质对应专业的一级注册建造师均不少于 20 人。
1.1.3 企业科技水平
（1）具有省部级及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
（2）近 3 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平均达到 800 万元以上。
1.1.4 企业工程业绩
具有下列 13 项中的 2 项以上工程业绩：
（1）建筑工程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①高度 100 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②28 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③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或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以上
的装配式民用建筑工程，或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钢结构住宅工程；
④单项建安合同额 3 亿元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2）公路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①累计修建一级以上公路路基 100 公里以上；
②累计修建高级路面 400 万平方米以上；
③累计修建单座桥长≥500 米或单跨跨度≥100 米的公路特大桥 6 座以上；
④累计修建单座隧道长≥1000 米的公路隧道 2 座以上，或单座隧道长≥500
米的公路隧道 3 座以上。
（3）铁路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高速铁路的土建综合工程(不含铁路电务、电气化工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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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正线里程 100 公里以上,或城际铁路、客货共线Ⅰ级铁路、重载铁路的土建
综合工程累计正线里程 300 公里以上，并承担下列 5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
工程质量合格。
①2 座铁路长隧道或 1 座铁路特长隧道；
②3 座铁路特大桥；
③1 个编组站或 1 个动车段(所)；
④2 个单项合同额 10 亿元以上铁路土建综合工程；
⑤1500 公里以上机械铺轨工程或 2000 榀箱梁架设工程。
（4）港口与航道工程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11 类中的 6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①沿海 5 万吨级或内河 2000 吨级以上码头工程；
②5 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③水深大于 5 米的防波堤工程 600 米以上；
④沿海 5 万吨级或内河 1000 吨级以上航道工程；
⑤1000 吨级以上船闸或 300 吨级以上升船机工程；
⑥500 万立方米以上疏浚工程；
⑦400 万立方米以上吹填造地工程；
⑧沿海 20 万平方米或内河 10 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⑨1000 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⑩5 万立方米以上水下炸礁、清礁工程。
（5）水利水电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6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其中至少有 1 类
是①或②中的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①库容 10 亿立方米以上或坝高 80 米以上大坝 1 座，或库容 1 亿立方米以上
或坝高 60 米以上大坝 2 座；
②过闸流量〉3000 立方米/秒的拦河闸 1 座，或过闸流量〉1000 立方米/米
的拦河闸 2 座；
③总装机容量 300MW 以上水电站 1 座，或总装机容量 100MW 以上水电站 2 座；
④总装机容量 10MW 以上灌溉、排水泵站 1 座，或总装机容量 5MW 瓦以上灌
溉、排水泵站 2 座；
⑤衬砌后洞径〉8 米、长度〉3000 米的水工隧洞 1 个，或衬砌后洞径〉6 米、
长度〉2000 米的水工隧洞 2 个；
⑥年完成水工混凝土浇筑 50 万立方米以上或坝体土石方填筑 120 万立方米
以上或岩基灌浆 12 万米以上或防渗墙成墙 8 万平方米以上。
（6）电力工程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5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①累计电站装机容量 500 万千瓦以上；
②单机容量 60 万千瓦机组，或 2 台单机容量 30 万千瓦机组，或 4 台单机容
量 20 万千瓦机组整体工程；
③单机容量 90 万千瓦以上核电站核岛或常规岛整体工程；
④330 千伏以上送电线路 500 公里；
⑤330 千伏以上电压等级变电站 4 座。
（7）矿山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5 类中的 2 类以上或某 1 类的 3 个以上工程的施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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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合格。
①800 万吨/年以上黑色金属矿矿山采、选工程；
②400 万吨/年以上有色金属矿矿山采、选工程；
③200 万吨/年以上煤炭矿井工程或 400 万吨/年以上选煤厂工程；
④200 万吨/年以上化工矿山工程或合同额 2 亿元以上的铀矿工程；
⑤合同额 2 亿元以上的非金属矿及原料制备矿山工程。
（8）冶金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11 类中的 4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①年产 100 万吨以上炼钢或连铸工程（或单座容量 120 吨以上转炉，90 吨
以上电炉）；
②年产 80 万吨以上轧钢工程；
③年产 100 万吨以上炼铁工程（或单座容积 1200 立方米以上高炉）或烧结
机使用面积 180 平方米以上烧结工程；
④年产 90 万吨以上炼焦工程（炭化室高度 6 米以上焦炉）；
⑤小时制氧 10000 立方米以上制氧工程；
⑥年产 30 万吨以上氧化铝加工工程；
⑦年产 20 万吨以上铜、铝或 10 万吨以上铅、锌、镍等有色金属冶炼、电解
工程；
⑧年产 5 万吨以上有色金属加工工程或生产 5000 吨以上金属箔材工程；
⑨日产 2000 吨以上窑外分解水泥工程；
⑩日产 2000 吨以上预热器系统或水泥烧成系统工程；
⑪日熔量 400 吨以上浮法玻璃工程。
（9）石油化工工程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14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①30 万吨/年以上生产能力的油（气）田主体配套建设工程；
②50 万立方米/日以上的气体处理工程；
③300 万吨/年以上原油、成品油，80 亿立方米/年以上输气等管道输送工程
及配套建设工程；
④单罐 10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30 万立方米以上的原油储库，单罐 2 万立
方米以上、总库容 8 万立方米以上的成品油库，单罐 5000 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1.5 万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储库，单罐 400 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2000 立方米以
上的液化气及轻烃储库，单罐 3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12 万立方米以上的液化
天然气储库，单罐 5 亿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储气库，以及以上储库的配套建设工程；
⑤800 万吨/年以上的炼油工程，或者与其配套的常减压、脱硫、催化、重
整、制氢、加氢、气分、焦化等生产装置和相关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⑥60 万吨/年以上的乙烯工程，或者与其配套的对二甲苯（PX）、甲醇、精
对苯二甲酸（PTA）、丁二烯、己内酰胺、乙二醇、苯乙烯、醋酸、醋酸乙烯、环
氧乙烷/乙二醇（EO/EG）、丁辛醇、聚酯、聚乙烯、聚丙烯、ABS 等生产装置和
相关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⑦30 万吨/年以上的合成氨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⑧24 万吨/年以上磷铵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⑨32 万吨/年以上硫酸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⑩50 万吨/年以上纯碱工程、10 万吨/年以上烧碱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⑪4 万吨/年以上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和化纤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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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⑫项目投资额 6 亿元以上的有机原料、染料、中间体、农药、助剂、试剂等
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⑬30 万套/年以上的轮胎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⑭10 亿标立方米/年以上煤气化、20 亿立方米/年以上煤制天然气、60 万吨
/年以上煤制甲醇、100 万吨/年以上煤制油、20 万吨/年以上煤基烯烃等煤化工
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0）市政公用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6 类中的 4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①累计修建城市道路（含城市主干道、城市快速路、城市环路，不含城际间
公路）长度 25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道路面积 150 万平方米以上；
②累计修建直径 1 米以上的供、排、中水管道（含净宽 1 米以上方沟）工程
25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 0.3 米以上的中、高压燃气管道 25 公里以上，或
累计修建直径 0.5 米以上的热力管道工程 25 公里以上；
③累计修建内径 5 米以上地铁隧道工程 4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地下交通工
程 2 万平米以上，或修建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的地铁车站工程 2 项以上；
④累计修建城市桥梁工程的桥梁面积 12 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单跨 40
米以上的城市桥梁 4 座以上；
⑤修建日处理 30 万吨以上的污水处理厂工程 2 座以上，或日供水 50 万吨以
上的供水厂工程 1 座以上；
⑥修建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2 项以上。
（11）通信工程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7 类中的 5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①年完成 1500 公里以上的长途光缆线路或 5000 条公里以上的本地网光缆线
路或 1500 管程公里以上通信管道工程或完成单个项目 500 公里以上的长途光缆
线路工程；
②年完成 2 个以上省际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或
10 个以上的省级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或年完成 30 个
以上的市级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包含资源池、智能
网、网管、时钟、计费等)
③年完成 2000 个以上基站的移动通信工程；
④年完成 500 端 10G 以上或 200 端 100G 以上的传输设备的安装、调测工程；
⑤年完成 2 个以上省际数据通信工程；或 15 个以上城域数据通信工程，或
8 个以上机架规模在 1000 个以上的数据中心(IDC)系统工程，或 15 个以上 IP 网
核心层、汇聚层工程，或 50 个以上 IP 网接入层工程；
⑥年完成 8 个以上地市级以上机房(含中心机房、枢纽楼、核心机房、IDC
机房)投资额 800 万以上的电源工程或 1000 个以上基站、传输等配套电源工程；
⑦年完成宽带接入入户工程 3 万户。
（12）机电工程
近 5 年承担过 2 个以上单项合同额 2 亿元以上机电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
质量合格。
（13）民航工程
近 10 年承担过 2 个以上单项合同额 1 亿元以上民航工程的施工，或 3 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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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单项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民航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2 承包工程范围
取得施工综合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各类工程的施工总承包、项目管理业务。

（二）施工总承包序列资质标准
施工总承包序列设有 13 个类别，分别是：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
施工总承包、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机
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

1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1 甲级资质标准
1.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1.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工
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
绩。
1.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1）高度 80 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1 项或高度 100 米以上的构筑物工程 1
项或高度 80 米以上的构筑物工程 2 项；
（2）地上 25 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1 项或地上 18 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
程 2 项；
（3）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1 项，或建筑面积 10 万平
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2 项，或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以上的装配式民用建筑
工程 1 项，或建筑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的钢结构住宅工程 1 项；
（4）单项建安合同额 1 亿元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1.2 乙级资质标准
1.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2.2 企业主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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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3 承包工程范围
1.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建筑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
1.3.2 乙级资质可承担下列建筑工程的施工：
（1）高度 100 米以下的工业、民用建筑工程；
（2）高度 120 米以下的构筑物工程；
（3）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
（4）单项建安合同额 1.5 亿元以下的建筑工程。
注：
建筑工程是指各类结构形式的民用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以
及相配套的道路、通信、管网管线等设施工程。工程内容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
结构、建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幕墙、附建人防工程以及给水排水及供暖、通
风与空调、电气、消防、防雷等配套工程。

2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2.1 甲级资质标准
2.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2.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公路工
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2.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一级以上公路路基 50 公里以上；
（2）累计修建二级以上等级公路路面（不少于 2 层且厚度 10 厘米以上沥青
混凝土路面，或 22 厘米以上水泥混凝土路面）150 万平方米以上；
（3）累计修建单座桥长≥500 米或单跨跨度≥100 米的桥梁 3 座以上；
（4）累计修建单座隧道长≥1000 米的公路隧道 1 座以上，或单座隧道长≥
500 米的公路隧道 2 座以上。
2.1.4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
（1）160 吨/小时以上沥青混凝土拌和设备 2 台；
（2）120 立方米/小时以上水泥混凝土拌和设备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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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0 吨／小时以上稳定土拌和设备 2 台；
（4）摊铺宽度 12 米以上沥青混凝土摊铺设备 3 台；
（5）80 吨以上自行式架桥机 1 套，隧道掘进设备 1 台。
2.2 乙级资质标准
2.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2.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公路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8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6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公路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2.2.3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
（1）120 吨/小时以上沥青混凝土拌和设备 1 台；
（2）60 立方米/小时以上水泥混凝土拌和设备 1 台；
（3）300 吨／小时以上稳定土拌和设备 1 台；
（4）摊铺宽度 8 米以上沥青混凝土摊铺设备 1 台。
2.3 承包工程范围
2.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级公路及其桥梁、隧道工程的施工。
2.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甲级以下公路，单座桥长 1000 米以下、单跨跨度 150 米以下的桥梁，
长度 1000 米以下的隧道工程的施工。

3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3.1 甲级资质标准
3.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3.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铁路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
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3.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6 类中的 4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其中至少包括第 1 类所
列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城际铁路、客货共线Ⅰ级铁路、重载铁路土建综合工程累计正线里程
200 公里；
9

（2）2 座中长铁路隧道或 1 座长铁路隧道；
（3）5 座单路 32 米且桥长 100 米以上的铁路桥梁；
（4）2 个单项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新建或改建站场；
（5）2 个单项合同额 3 亿元以上的总承包铁路土建综合工程；
（6）1000 公里以上机械铺轨工程或 1000 榀箱梁架设工程。
3.2 乙级资质标准
3.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3.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铁路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
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3.3 承包工程范围
3.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铁路土建综合工程施工。
3.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除高速铁路以外的各类铁路土建综合工程施工。

4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4.1 甲级资质标准
4.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4.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
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4.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10 类中的 5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 5 万吨级或内河 2000 吨级以上码头工程；
（2）5 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 5 米的防波堤工程 600 米以上；
（4）沿海 5 万吨级或内河 1000 吨级以上航道工程；
（5）1000 吨级以上船闸或 300 吨级以上升船机工程；
（6）500 万立方米以上疏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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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0 万立方米以上吹填造地工程；
（8）沿海 20 万平方米或内河 10 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9）1000 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10）5 万立方米以上水下炸礁、清礁工程。
4.1.4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 7 项中的 2 项以上施工机械设备：
（1）架高 60 米以上打桩船；
（2）200 吨以上起重船；
（3）3000 吨级以上半潜驳或 100 立方米/小时以上砼搅拌船；
（4）排宽 40 米以上铺排船；
（5）2000 立方米以上舱容耙吸式挖泥船；
（6）总装机功率 5000 千瓦以上绞吸式挖泥船；
（7）8 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4.2 乙级资质标准
4.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4.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
与航道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4.2.3 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 4 项中的 2 项以上施工机械设备：
（1）打桩船；
（2）起重船；
（3）总装机功率 1200 千瓦以上挖泥船；
（4）2 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4.3 承包工程范围
4.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包括码头、防波堤、护岸、围堰、堆场
道路和陆域构筑物、筒仓、船坞、船台、滑道、船闸、升船机、水下地基及基础、
土石方、海上灯塔、航标、栈桥、人工岛及平台、海上风电、海岸与近海工程、
港口装卸设备机电安装、通航建筑设备机电安装、河海航道整治与渠化工程、疏
浚与吹填造地、水下开挖与清障、水下炸礁清礁等工程。
4.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包括沿海 5 万吨级和内河 5000 吨级以
下码头、水深小于 7 米的防波堤、5 万吨级以下船坞船台和滑道工程、1000 吨级
以下船闸和 300 吨级以下升船机工程、沿海 5 万吨级和内河 1000 吨级以下航道
工程、600 万立方米以下疏浚工程或陆域吹填工程、沿海 28 万平方米或内河 12
万平方米以下堆场工程、1200 米以下围堤护岸工程、6 万立方米以下水下炸礁清
礁工程，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道路与陆域构筑物、筒仓、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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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栈桥、海岸与近海工程、港口装卸设备机电安装、通航建筑设备机电安装、
水下开挖与清障等工程。

5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5.1 甲级资质标准
5.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5.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水利
水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5.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7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其中 1～2 类至少
1 类，3～5 类至少 1 类，工程质量合格。
（1）库容 5000 万立方米以上且坝高 15 米以上或库容 1000 万立方米以上且
坝高 50 米以上的水库、水电站大坝 2 座；
（2）过闸流量≥500 立方米/秒的水闸 4 座（不包括橡胶坝等）；
（3）总装机容量 100MW 以上水电站 2 座；
（4）总装机容量 5MW（或流量≥25 立方米/秒）以上泵站 2 座；
（5）衬砌后洞径≥6 米（或断面积相等的其它型式）且长度≥500 米的水工
隧洞 4 个；
（6）年完成水工混凝土浇筑 50 万立方米以上或坝体土石方填筑 120 万立方
米以上或灌浆 12 万米以上或防渗墙 8 万平方米以上；
（7）单项合同额 1 亿元以上的水利水电工程。
5.2 乙级资质标准
5.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5.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8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水利
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5.3 承包工程范围
5.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水利水电工程的施工。
5.3.2 乙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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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承担工程规模中型以下水利水电工程和建筑物级别 3 级以下水工建筑物
的施工，但下列工程规模限制在以下范围内：坝高 70 米以下、水电站总装机容
量 150MW 以下、水工隧洞洞径小于 8 米（或断面积相等的其它型式）且长度小于
1000 米、堤防级别 2 级以下。
注：
1．水利水电工程是指以防洪、灌溉、发电、供水、治涝、水环境治理等为
目的的各类工程（包括配套与附属工程），主要工程内容包括：水工建筑物（坝、
堤、水闸、溢洪道、水工隧洞、涵洞与涵管、取水建筑物、河道整治建筑物、渠
系建筑物、通航、过木、过鱼建筑物、地基处理）建设、水电站建设、水泵站建
设、水力机械安装、水工金属结构制造及安装、电气设备安装、自动化信息系统、
环境保护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土地整治工程建设，以及与防汛抗旱有
关的道路、桥梁、通讯、水文、凿井等工程建设，与上述工程相关的管理用房附
属工程建设等，详见《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术语标准》（SL26-2012）。
2．水利水电工程等级按照《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SL252-2017）确定。

6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6.1 甲级资质标准
6.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6.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6.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5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电站装机容量 180 万千瓦以上；
（2）单机容量 20 万千瓦机组累计 6 台；
（3）220 千伏送电线路累计 600 公里；
（4）220 千伏电压等级变电站累计 8 座；
（5）220 千伏电缆工程累计 100 公里。
6.2 乙级资质标准
6.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6.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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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6.3 承包工程范围
6.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发电工程、各种电压等级送电线路和变电站工程的施工。
6.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单机容量 20 万千瓦以下发电工程、220 千伏以下送电线路和相同电
压等级变电站工程的施工。
注：
电力工程是指与电能的生产、输送及分配有关的工程。包括火力发电、水力发
电、核能发电、风电、太阳能及其它能源发电、输配电等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7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7.1 甲级资质标准
7.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7.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矿业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
业绩。
7.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5 类中的 2 类以上或某 1 类的 3 个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
包，工程质量合格。
（1）500 万吨/年以上黑色金属矿矿山采、选工程；
（2）200 万吨/年以上有色金属矿矿山采、选工程；
（3）120 万吨/年以上煤炭矿井工程或 300 万吨/年以上选煤厂工程；
（4）100 万吨/年以上化工矿山工程或合同额 1 亿元以上的铀矿工程；
（5）合同额 1 亿元以上的非金属矿及原料制备矿山工程。
7.2 乙级资质标准
7.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7.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矿业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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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7.3 承包工程范围
7.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矿山工程的施工。
7.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矿山工程（不含矿山特殊法施工工程）的施工：
（1）600 万吨/年以下黑色金属矿矿山采、选工程；
（2）240 万吨/年以下有色金属矿矿山采、选工程；
（3）150 万吨/年以下煤炭矿井工程（不含高瓦斯及（煤）岩与瓦斯（二氧
化碳）突出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以上的矿井、立井井深大于 600 米的工程项
目）或 360 万吨/年以下选煤厂工程；
（4）120 万吨/年以下化工矿山工程或合同额 1.2 亿元以下的铀矿工程；
（5）合同额 1.2 亿元以下的非金属矿及原料制备矿山工程。
注：
矿山工程包括矿井工程（井工开采）、露天矿工程、洗（选）矿工程、尾矿
工程、井下机电设备安装及其他地面生产系统和矿区配套工程。
其他地面生产系统是指转载点、原料仓（产品仓）、装车仓（站）以及相互
连接的皮带输送机栈桥的土建及相对应的设备安装工程。
矿区配套工程是指矿区内专用铁路工程、公路工程、送变电工程、通讯工程、
环保工程、绿化工程等。

8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冶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8.1 甲级资质标准
8.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8.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计 10 人以上，其中机
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6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
业绩。
8.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11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质量合格。
（1）年产 100 万吨以上炼钢或连铸工程（或单座容量 120 吨以上转炉或 90
吨以上电炉）；
（2）年产 80 万吨以上的轧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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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产 100 万吨以上炼铁工程（或单座容积 1200 立方米以上高炉）或烧
结机使用面积 180 平方米以上烧结工程；
（4）年产 90 万吨以上炼焦工程（焦炉炭化室高度 6 米以上）；
（5）小时制氧 10000 立方米以上制氧工程；
（6）年产 30 万吨以上氧化铝加工工程；
（7）年产 15 万吨以上铝或 10 万吨以上铜、铅、锌或 2 万吨以上镍等有色
金属冶炼、电解工程；
（8）年产 5 万吨以上有色金属加工工程或生产 5000 吨以上金属箔材工程；
（9）日产 2000 吨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工程；
（10）日产 2500 吨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预热器系统或水泥烧成系统工程；
（11）日熔量 400 吨以上浮法玻璃工程或年产 75 万吨以上水泥粉磨工程。
8.2 乙级资质标准
8.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8.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矿业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7 人以上，其中机电工
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8.3 承包工程范围
8.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冶金工程的施工。
8.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冶金工程的施工：
（1）年产 120 万吨以下炼钢或连铸工程；
（2）年产 100 万吨以下的轧钢工程；
（3）年产 120 万吨以下炼铁工程或烧结机使用面积 240 平方米以下烧结
工程；
（4）年产 120 万吨以下炼焦工程；
（5）小时制氧 12000 立方米以下制氧工程；
（6）年产 35 万吨以下氧化铝加工工程；
（7）年产 20 万吨以下铝或 12 万吨以下铜、铅、锌或 2.2 万吨以下镍等有
色金属冶炼、电解工程；
（8）年产 6 万吨以下有色金属加工工程或生产 6000 吨以下金属箔材工程；
（9）日产 4000 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工程；
（10）日产 6000 吨以下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预热器系统或水泥烧成系统
工程；
（11）日熔量 550 吨以下浮法玻璃工程或年产 150 万吨以下水泥粉磨工程。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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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工程包括冶金、有色、建材工业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生产辅助附属
工程。

9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9.1 甲级资质标准
9.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9.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9.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2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 1 亿元以上的中型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 3 项；
（2）单项合同额 3500 万元以上的石油化工主体装置（可含附属设施）检维
修工程 3 项。
9.2 乙级资质标准
9.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1000 万元以上。
9.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
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9.3 承包工程范围
9.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和检维修。
9.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大型以外的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各类型石油化工工程的检维修。
注：
1.石油化工工程是指油气田地面、油气储运（管道、储库等）、石油化工、
化工、煤化工等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生产辅助附属工程。
2.石油化工工程大、中型项目划分标准：
大型石油化工工程是指：
（1）30 万吨/年以上生产能力的油（气）田主体配套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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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万立方米/日以上的气体处理工程；
（3）300 万吨/年以上原油、成品油，80 亿立方米/年以上输气等管道输送
工程及配套建设工程；
（4）单罐 10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30 万立方米以上的原油储库，单罐 2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8 万立方米以上的成品油库，单罐 5000 立方米以上、总
库容 1.5 万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储库，单罐 400 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2000 立方
米以上的液化气及轻烃储库，单罐 3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12 万立方米以上的
液化天然气储库，单罐 5 亿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储气库，以及以上储库的配套建设
工程；
（5）800 万吨/年以上的炼油工程，或者与其配套的常减压、脱硫、催化、
重整、制氢、加氢、气分、焦化等生产装置和相关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6）60 万吨/年以上的乙烯工程，或者与其配套的对二甲苯（PX）、甲醇、
精对苯二甲酸（PTA）、丁二烯、己内酰胺、乙二醇、苯乙烯、醋酸、醋酸乙烯、
环氧乙烷/乙二醇（EO/EG）、丁辛醇、聚酯、聚乙烯、聚丙烯、ABS 等生产装置
和相关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7）30 万吨/年以上的合成氨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8）24 万吨/年以上磷铵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9）32 万吨/年以上硫酸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0）50 万吨/年以上纯碱工程、10 万吨/年以上烧碱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
装置；
（11）4 万吨/年以上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和化纤工程或相应的主生
产装置；
（12）项目投资额 6 亿元以上的有机原料、染料、中间体、农药、助剂、试
剂等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3）30 万套/年以上的轮胎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4）10 亿标立方米/年以上煤气化、20 亿立方米/年以上煤制天然气、60
万吨/年以上煤制甲醇、100 万吨/年以上煤制油、20 万吨/年以上煤基烯烃等煤
化工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中型石油化工工程是指大型石油化工工程规模以下的下列工程：
（1）10 万吨/年以上生产能力的油（气）田主体配套建设工程；
（2）20 万立方米/日以上气体处理工程；
（3）100 万吨/年以上原油、成品油，20 亿立方米/年以上输气等管道输送
工程及配套建设工程；
（4）单罐 5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10 万立方米以上的原油储库，单罐 5000
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3 万立方米以上的成品油库，单罐 2000 立方米以上、总库
容 1 万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储库，单罐 200 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1000 立方米以
上的液化气及轻烃储库，单罐 2 万立方米以上、总库容 6 万立方米以上的液化天
然气储库，单罐 1 亿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储气库，以及以上储库的配套建设工程；
（5）500 万吨/年以上的炼油工程，或者与其配套的常减压、脱硫、催化、
重整、制氢、加氢、气分、焦化等生产装置和相关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6）30 万吨/年以上的乙烯工程，或者与其配套的对二甲苯（PX）、甲醇、
精对苯二甲酸（PTA）、丁二烯、己内酰胺、乙二醇、苯乙烯、醋酸、醋酸乙烯、
环氧乙烷/乙二醇（EO/EG）、丁辛醇、聚酯、聚乙烯、聚丙烯、 ABS 等生产装置
和相关公用工程、辅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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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万吨/年以上的合成氨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8）12 万吨/年以上磷铵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9）16 万吨/年以上硫酸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0）30 万吨/年以上纯碱工程、5 万吨/年以上烧碱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
装置；
（11）2 万吨/年以上合成橡胶、合成树脂及塑料和化纤工程或相应的主生
产装置；
（12）项目投资额 2 亿元以上的有机原料、染料、中间体、农药、助剂、试
剂等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3）20 万套/年以上的轮胎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4）4 亿标立方米/年以上煤气化、5 亿立方米/年以上煤制天然气、20 万
吨/年以上煤制甲醇、16 万吨/年以上煤制油、10 万吨/年以上煤基烯烃等煤化工
工程或相应的主生产装置。

10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0.1 甲级资质标准
10.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10.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
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0.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6 类中的 4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其中至少有第 1 类所列
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城市主干道 20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次干道以上道路面
积 120 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城市广场硬质铺装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
（2）累计修建城市桥梁面积 8 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修建单跨 40 米以上的
城市桥梁 2 座；
（3）累计修建直径 1 米以上的排水管道（含净宽 1 米以上方沟）工程 15 公
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 0.6 米以上供水、中水管道工程 15 公里以上，或累计
修建直径 0.3 米以上的中压燃气管道工程 15 公里以上，或累计修建直径 0.5 米
以上的热力管道工程 15 公里以上；
（4）修建 8 万吨/日以上的污水处理厂或 10 万吨/日以上的供水厂工程 1 项，
或修建 20 万吨/日以上的给水泵站、10 万吨/日以上的排水泵站 2 座；
（5）修建 500 吨/日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1 项；
（6）累计修建断面 20 平方米以上的城市隧道工程 2 公里以上。
10.1.4 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 3 项中的 2 项以上机械设备：
19

（1）摊铺宽度 8 米以上沥青混凝土摊铺设备 2 台；
（2）100 千瓦以上平地机 2 台；
（3）直径 1.2 米以上顶管设备 2 台。
10.2 乙级资质标准
10.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0.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
公用工程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0.3 承包工程范围
10.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
10.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
（1）各类城市道路；单跨 45 米以下的城市桥梁；
（2）15 万吨/日以下的供水工程；10 万吨/日以下的污水处理工程；25 万
吨/日以下的给水泵站、15 万吨/日以下的污水泵站、雨水泵站；各类给排水及
中水管道工程；
（3）中压以下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 150 万平方米以下热力工程和
各类热力管道工程；
（4）各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5）断面 25 平方米以下隧道工程和地下交通工程；
（6）各类城市广场、地面停车场硬质铺装。
注：
市政公用工程包括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燃气工程、热力工程、道路工程、
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含城市规划区内的穿山过江隧道、地铁隧道、地下交
通工程、地下过街通道）、公共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环境卫生工程、照明
工程、绿化工程。

11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1.1 甲级资质标准
11.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6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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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通信
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1.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7 类中的 5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年完成 800 公里以上的长途光缆线路或 3000 条公里以上的本地网光缆
线路或 1000 管程公里以上通信管道工程或完成单个项目 300 公里以上的长途光
缆线路工程；
（2）年完成 1 个以上省际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
或 5 个以上的省级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或年完成 20
个以上的市级业务支撑系统、网管支撑系统、管理支撑系统；(包含资源池、智
能网、网管、时钟、计费等)
（3）年完成 1000 个以上基站的移动通信工程；
（4）年完成 500 端群路端口速率在 2.5G 以上或 300 端 10G 以上或 100 端
100G 以上的传输设备的安装、调测工程；
（5）年完成 1 个以上省际数据通信工程，或 10 个以上城域数据通信工程，
或 5 个以上机架规模在 1000 个以上的数据中心(IDC)系统工程，或 10 个以上 IP
网核心层、汇聚层工程，或 30 个以上 IP 网接入层工程；
（6）年完成 5 个以上地市级以上机房(含中心机房、枢纽楼、核心机房、IDC
机房)投资额 800 万以上的电源工程或 800 个以上基站、传输等配套电源工程；
（7）年完成宽带接入入户工程 2 万户。
11.2 乙级资质标准
11.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600 万元以上。
11.2.2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通信与广电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1.3 承包工程范围
11.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通信、信息网络工程的施工。
11.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工程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下的各类通信、信息网络工程的施工。

12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2.1 甲级资质标准
12.1.1 企业资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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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12.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计 10 人以上，其中机
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7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
业绩。
12.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 2 个以上单项合同额 1 亿元以上的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
质量合格。
12.2 乙级资质标准
12.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2.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且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2.3 承包工程范围
12.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机电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12.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 1.5 亿元以下的机电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注：
机电工程是指未列入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电力、矿山、冶金、石油化工、
通信、民航工程的机械、电子、轻工、纺织、船舶、兵器等其他工业工程的机电
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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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

民航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3.1 甲级资质标准
13.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 亿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800 万元以上。
13.1.2 企业主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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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民航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10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民航
机场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3.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的机场飞行区工程 1 项或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的机场飞行区工程 2 项；
（2）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民航空管工程 1 项；
（3）单项合同额 1500 万元以上的机场弱电系统工程 1 项；
（4）单项合同额 6000 万元以上民航综合工程 1 项。
13.2 乙级资质标准
13.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3.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民航机场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民航
机场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3.3 承包工程范围
13.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民航工程的施工。
13.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飞行区指标为 4E 以上,单项合同额在 4000 万以下的飞行区工程的施
工；或飞行区指标为 4D,单项合同额在 6000 万以下的飞行区工程的施工；或飞
行区指标为 4C 以下,单项合同额在 8000 万以下的飞行区工程的施工；各类飞行
区维修工程；单项合同额 2500 万元以下的民航空管工程和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
以下的机场弱电系统工程的施工。
注：
民航工程包括：机场飞行区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弱电系统工程。
机场飞行区工程包括：飞行区土石方、地基处理、基础、道面、排水、桥梁、
涵隧、消防管网、管沟(廊)、服务车道、巡场路、围界、场道维修等飞行区相关
工程及其附属配套工程，进近灯光系统，目视坡度指示系统，跑道、滑行道、站
坪灯光系统，机场灯标等助航灯光系统，标记牌、道面标志、标志物、泊位引导
系统等，助航灯光监控系统，助航灯光变电站、飞行区供电工程以及目视助航辅
助设施等。
民航空管工程包括：区域、终端区(进近)、塔台等管制中心(不含土建工程)；
空管自动化、地空通信、自动转报、卫星地面站、机场有线通信、移动通信等通
信系统：雷达、自动相关监视、仪表着陆系统、航线导航台等导航系统；航行情
报系统；常规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观测系统、气象雷达、气象网络、卫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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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接收等航空气象工程、空管设施防雷工程、供配电工程等。
机场弱电系统工程包括：航站楼弱电系统和飞行区、货运区及生产办公区域
弱电系统。其中，航站楼弱电系统包括：
（1）信息集成系统：包括机场运营数据库，地面运行信息系统，资源管理
系统，运营监控管理系统(或生产指挥调度系统)，信息查询系统以及集成信息转
发系统(含信息集成平台，消息中间件，中央智能消息管理系统等)等；
（2）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3）离港控制系统；
（4）泊位引导系统；
（5）安检信息管理系统；
（6）标识引导系统；
（7）行李处理系统；
（8）安全检查系统；
（9）值机引导系统；
（10）登机门显示系统;
（11）旅客问讯系统；
（12）网络交换系统；
（13）公共广播系统；
（14）安全防范系统(含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门禁管理系统，电子巡更系统
和报警系统)；
（15）主时钟系统；
（16）内部通讯系统；
（17）呼叫中心(含电话自动问讯系统)；
（18）综合布线系统；
（19）楼宇自控系统；
（20）消防监控系统；
（21）不间断供电电源系统；
（22）机房及功能中心；
（23）无线通讯室内覆盖系统；
（24）视频监控系统。

（三）专业承包序列资质标准
专业承包序列设有 18 个类别，分别是：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
程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隧道工程专
业承包、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古建筑工程专业承
包、公路工程类专业承包、铁路电务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港口与航道工程类专
业承包、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承包、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核工程专业承包、通
用专业承包。

1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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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1 甲级资质标准
1.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200 万元以上。
1.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
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1.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25 层以上民用建筑工程或高度 100 米以上构筑物的地基基础工程；
（2）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深度 18 米以上或深度 8 米以上的其它地基处理工
程；
（3）单桩承受设计荷载 3000 千牛以上的桩基础工程；
（4）开挖深度 12 米以上的基坑围护工程。
1.2 乙级资质标准
1.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400 万元以上。
1.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
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3 承包工程范围
1.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地基基础工程的施工。
1.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工程的施工：
（1）高度 100 米以下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和高度 120 米以下构筑物的地基
基础工程；
（2）深度 24 米以下的刚性桩复合地基处理和深度 10 米以下的其它地基处
理工程；
（3）单桩承受设计荷载 5000 千牛以下的桩基础工程；
（4）开挖深度 15 米以下的基坑围护工程。

2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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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2.1 甲级资质标准
2.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100 万元以上。
2.1.2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
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2.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2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安装拆卸 1600 千牛·米以上塔式起重机 8 台次；
（2）累计安装拆卸 100 吨以上门式起重机 8 台次。
2.2 乙级资质标准
2.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150 万元以上。
2.2.2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
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2.3 承包工程范围
2.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塔式起重机、各类施工升降机和门式起重机的安装与拆卸。
2.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 3150 千牛·米以下塔式起重机、各类施工升降机和门式起重机的安
装与拆卸。

3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
3.1 资质标准
3.1.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2500 万元以上。
3.1.2 企业主要人员
（1）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
建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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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室负责人具有 2 年以上混凝土实验室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师；
（3）具有混凝土试验员 4 人以上。
3.1.3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
（1）120 立方米/小时以上混凝土搅拌设备 1 台，并具有混凝土试验室；
（2）混凝土运输车 10 辆；
（3）混凝土输送泵 2 台。
3.2 承包工程范围
可生产各种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和特种混凝土。

4 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建筑机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4.1 甲级资质标准
4.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200 万元以上。
4.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
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4.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7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 1500 万元以上的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2 项；
（2）单项合同额 2000 万元以上的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或电子工业环
境工程 2 项；
（3）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电子系统工程 3 项；
（4）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建筑智能化工程 3 项；
（5）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带 250KVA 以上的箱式变配电或带有远程
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的道路照明工程 3 项；
（6）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室外公共空间(广场、公园、绿地、机场、
体育场、车站、港口、码头等)功能照明工程或景观照明工程 3 项；
（7）年养护的功能照明设施不少于 5 万盏或景观照明设施总功率不少于 1
万 KW。
4.2 乙级资质标准
4.2.1 企业资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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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4.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程
（通信与广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
别工程业绩。
4.3 承包工程范围
4.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的安装，35 千伏以下变配电
站工程，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安装；各类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各类
型电子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4.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 2000 万元以下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的设备、线路、管道
的安装，10 千伏以下变配电站工程，非标准钢结构件的制作、安装；单项合同
额 1500 万元以下的城市与道路照明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额 2500 万元以下的电
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和电子工业环境工程、单项合同额 1500 万元以下的电子
系统工程和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注：
1.电子工业制造设备安装工程指：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基础产品、电子材料
及其他电子产品制造设备的安装工程。
2.电子工业环境工程指：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基础产品、电子材料及其他电
子产品制造所需配备的洁净、防微振、微波暗室、电磁兼容、防静电、纯水系统、
废水废气处理系统、大宗气体纯化系统、特种气体系统、化学品配送系统等工程。
3.电子系统工程指：雷达、导航及天线系统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信息综
合业务网络工程；监控系统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智能化
系统工程；应急指挥系统；射频识别应用系统；智能卡系统；收费系统；电子声
像工程；数据中心、电子机房工程；其他电子系统工程。
4.建筑智能化工程指：智能化集成系统及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
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智能卡应用系统；通讯系统；卫星接收及有线电视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综合布线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广播系统；会议系统；信息
导引及发布系统；智能小区管理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大屏幕显示系统；智能灯
光、音响控制及舞台设施系统；火灾报警系统；机房工程等相关系统。

5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5.1 甲级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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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100 万元以上。
5.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
且为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5.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 2 个以上建筑面积 4 万平方米以上消防设施工程（每项工程均包
含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和防烟排烟系统）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5.2 乙级资质标准
5.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600 万元以上。
5.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8 年以上从事消防设施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
且为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5.3 承包工程范围
5.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消防设施工程的施工。
5.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下的下列消防设施工程的施工：
（1）一类高层民用建筑以外的民用建筑；
（2）火灾危险性丙类以下的厂房、仓库、储罐、堆场。
注：
民用建筑的分类，厂房、仓库、储罐、堆场火灾危险性的划分，依据《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确定。

6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6.1 甲级资质标准
6.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100 万元以上。
6.1.2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一级注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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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6.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2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 200 万元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1 项或单项合同额 150 万元
以上的建筑防水工程 3 项；
（2）单项合同额 500 万元以上的防腐保温工程 2 项。
6.2 乙级资质标准
6.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400 万元以上。
6.2.2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
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6.3 承包工程范围
6.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建筑防水、防腐保温工程的施工。
6.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 300 万元以下建筑防水工程的施工，单项合同额 600 万元
以下的各类防腐保温工程的施工。

7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7.1 甲级资质标准
7.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6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500 万元以上。
7.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
公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
类别工程业绩。
7.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2 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单座桥长≥500 米或单跨≥100 米或桥墩高≥60 米的桥梁 4 座；
（2）累计完成桥梁工程合同额 3 亿元以上。
7.1.4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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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立方米/小时以上水泥混凝土拌和设备 1 台；
（2）200 吨以上架桥机 1 台。
7.2 乙级资质标准
7.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7.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3 人以
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市政
公用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
工程业绩。
7.2.3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机械设备：
（1）40 立方米/小时以上水泥混凝土拌和设备 1 台；
（2）50 吨以上架桥机 1 台。
7.3 承包工程范围
7.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桥梁工程的施工。
7.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单跨 150 米以下、单座桥梁总长 1000 米以下桥梁工程的施工。

8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8.1 甲级资质标准
8.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6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500 万元以上。
8.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业工程
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公路
工程（铁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业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
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8.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2 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洞长≥500 米的隧道 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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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累计完成隧道长度 10 公里以上。
8.1.4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隧道掘进设备 2 台。
8.2 乙级资质标准
8.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8.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公路工程、铁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业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公路
工程（铁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矿业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8.2.3 技术装备
具有隧道掘进设备 1 台。
8.3 承包工程范围
8.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隧道工程的施工。
8.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断面 60 平方米以下且单洞长度 1000 米以下的隧道工程施工。

9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
9.1 资质标准
9.1.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400 万元以上。
9.1.2 企业主要人员
技术负责人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建造
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9.2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各类模板、脚手架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施工。

10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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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0.1 甲级资质标准
10.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15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100 万元以上。
10.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0.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独立承担过下列 2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 1500 万元以上的装修装饰工程 2 项；
（2）建筑工程幕墙面积 6000 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幕墙工程 3 项。
10.2 乙级资质标准
10.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200 万元以上。
10.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0.3 承包工程范围
10.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以及与装修工程直接配套的其他工程的施工；
各类型的建筑幕墙工程的施工。
10.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下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以及与装修工程直
接配套的其他工程的施工；单体建筑工程幕墙面积 15000 平方米以下建筑幕墙工
程的施工。
注：
与装修工程直接配套的其他工程是指在不改变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的水、暖、
电及非承重墙的改造。

11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1.1 甲级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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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200 万元以上。
11.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
业绩。
11.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2 类或某 1 类的 2 项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以上的仿古建筑工程；
（2）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以上的历史建筑修缮工程。
11.2 乙级资质标准
11.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400 万元以上。
11.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建筑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1.3 承包工程范围
11.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仿古建筑、历史古建筑修缮工程的施工。
11.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以下的仿古建筑工程或历史建筑修缮工程的施
工。
注：
1. 仿古建筑工程是指以传统结构为主（木结构、砖石结构）利用传统建筑
材料（砖、木、石、土、瓦等）建造的房屋建筑工程、构筑物（含亭、台、塔等）
工程，以及部分利用传统建筑材料建造的建筑工程。
2.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是指利用传统建筑材料和现代建筑材料,在特定范围
内对历史建筑的复原、加固及修补工程。

12

公路工程类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公路工程类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2.1 甲级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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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200 万元以上。
12.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公路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2.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累计修建二级以上公路路面（不少于 2 层且厚度 10 厘米以上沥青混凝
土路面，或 22 厘米以上水泥混凝土路面）150 万平方米以上，或累计完成二级
以上公路路面工程合同额 1.5 亿元以上；
（2）累计修建二级以上公路路基 50 公里以上，或累计完成二级以上公路路
基工程合同额 1.5 亿元以上；
（3）累计修建二级以上公路安全设施（含标志、标线、护栏、隔离栅、防
眩板中 3 类以上）3 项以上，累计施工里程 300km 以上(其中标志、标线、护栏
施工里程均不少于 60 公里)，或累计完成二级以上公路工程安全设施工程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
（4）累计完成二级公路机电工程施工 3 项以上，累计施工里程 300 公里以
上，或累计完成二级公机电工程施工 3 项以上，累计合同额 2 亿元以上，或累计
完成二级公路机电工程单个项目里程 100 公里以上的施工和 2 座以上大于 1000
米的独立公路隧道机电工程的施工。
12.2 乙级资质标准
12.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2.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公路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公路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2.3 承包工程范围
12.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级公路路面、路基、安全设施、机电工程的施工。
12.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一级以下公路路面、路基、安全设施、机电工程的施工。

13 铁路电务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铁路电务电气化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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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甲级资质标准
13.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4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400 万元以上。
13.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铁路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铁路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
铁路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
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3.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承担过下列 4 类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1000 条公里以上铁路接触网工程施工；
（2）1000 条公里以上铁路通信光(电)缆及设备安装；
（3）600 组以上铁路电气集中道岔信号工程成 400 公里以上铁路自动闭塞
信号工程；
（4）铁路电力线 600 公里以上，且包含变电所(站)安装工程。
13.2 乙级资质标准
13.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500 万元以上。
13.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铁路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3 人
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铁路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
铁路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
类别工程业绩。

13.3 承包工程范围
13.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铁路通信、信号、电力及电气化工程施工。
13.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除高速铁路以外的铁路通信、信号、电力和电气化工程施工。

14

港口与航道工程类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港口与航道工程类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4.1 甲级资质标准
14.1.1 企业资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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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资产 8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500 万元以上。
14.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
师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
与航道工程、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
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4.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16 类中的 3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沿海 5 万吨级或内河 2000 吨级以上散货、集装箱码头（或成套装卸设
备安装）工程；
（2）5 万吨级以上船坞工程；
（3）水深大于 5 米防波堤工程 600 米以上；
（4）沿海 20 万平方米或内河 10 万平方米以上港区堆场工程；
（5）1000 米以上围堤护岸工程；
（6）沿海 5 万吨级或内河 1000 吨级以上航道工程；
（7）500 万立方米以上疏浚工程；
（8）400 万立方米以上吹填造地工程；
（9）5 万立方米以上水下炸礁、清礁工程；
（10）1000 吨级以上船闸设备安装工程；
（11）300 吨级以上升船机设备安装工程；
（12）单项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的通航建筑物工程；
（13）油、气码头成套设备安装工程；
（14）单项合同额 500 万元以上的水上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工程；
（15）单项合同额 500 万元以上的海上通信导航工程；
（16）单项合同额 500 万元以上的内河通信导航工程。
14.1.4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 6 项中的 2 项以上施工机械设备：
（1）架高 60 米以上打桩船；
（2）200 吨以上起重船；
（3）排宽 40 米以上铺排船；
（4）总装机功率 2000 千瓦以上挖泥船或 100 立方米/小时以上砼搅拌船；
（5）2000 立方米以上自航耙吸式挖泥船；
（6）8 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14.2 乙级资质标准
14.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4.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港口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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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工程、机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
本类别工程业绩。
14.2.3 企业技术装备
具有下列 4 项中的 2 项以上施工机械设备：
（1）打桩船；
（2）起重船；
（3）2 立方米以上斗容挖泥船；
（4）100 立方米/小时以上挖泥船。
14.3 承包工程范围
14.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港口与海岸工程、航道工程、通航建筑物工程的施工，各类港口
装卸设备安装及配套工程的施工，各类船闸、升船机、航电枢纽设备安装工程的
施工，各类水上交通管制工程的施工。
包括码头、防波堤、护岸、围堰、堆场道路及陆域构筑物、筒仓、船坞、船
台、滑道、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海上灯塔、航标与警戒标志、栈桥、人工
岛及平台、海上风电、海岸与近海、河海湖航道整治（含堤、坝、护岸）、测量、
航标与渠化工程，疏浚与吹填造地（含围堰），水下清障、开挖、清淤、炸礁清
礁等工程。
14.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港口与海岸工程的施工，包括沿海 5 万吨级及内河 5000 吨级以
下码头及航道工程、水深小于 7 米的防波堤、5 万吨级以下船坞船台及滑道工程、
1200 米以下围堤护岸工程，以及相应的堆场道路及陆域构筑物、筒仓、水下地
基及基础、土石方、海上灯塔、航标与警戒标志、栈桥、人工岛及平台、海岸与
近海等工程，600 万立方米以下疏浚工程或陆域吹填工程、6 万立方米以下水下
炸礁清礁工程，以及相应的测量、航标与渠化工程、水下清障、开挖、清淤等工
程的施工。可承担 1000 吨级以下船闸或 300 吨级以下升船机等通航建筑物工程的
施工。可承担沿海 5 万吨级和内河 5000 吨级以下散货（含油、气）、杂货和集装
箱码头成套装卸设备安装工程，1000 吨级以下船闸或 300 吨级以下升船机设备
安装工程施工，单项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下的各类水上交通管制工程的施工。
注：
水上交通管制工程包括水上船舶交通管理系统工程（VTS 系统）、船舶自动
识别系统工程（AIS 系统）、水上视频监控系统工程（CCTV 系统）、海上通信导航
工程（海岸电台、甚高频电台、海事卫星通信、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等）、内河
通信导航工程（长途干线、江岸电台、甚高频电台等）等。

15 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类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5.1 甲级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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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2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200 万元以上。
15.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合计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水利
水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5.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11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其中至少有 1 类是 1、2、
3 类中所列工程，工程质量合格。
（1）单扇 FH>3500 的超大型或单扇 100 吨以上的闸门制作安装工程 2 项，
或承担过单扇 50 吨以上的闸门制作安装工程 4 项；
（2）单项 3000 吨以上的压力钢管制作安装工程 1 项，或 DH>800 的大型或
单项 2000 吨以上的压力钢管制作安装工程 3 项；
（3）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80MW 以上 4 台；
（4）2 台 2×125 吨以上或 4 台 2×60 吨以上启闭机安装工程；
（5）单扇 FH>1000 的超大型拦污栅制作安装工程 2 项；
（6）单位工程合同额 1000 万元以上的金属结构制作安装工程；
（7）轴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50MW 以上 2 台或 25MW 以上 4 台；
（8）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10MW 以上 2 台或 5MW 以上 4 台；
（9）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10MW 以上 2 台或 5MW 以上 4 台；
（10）抽水蓄能机组：单机容量 100MW 以上 1 台；
（11）水泵机组：单机容量 500KW 以上 4 台。
15.2 乙级资质标准
15.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400 万元以上。
15.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水利
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5.3 承包工程范围
15.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压力钢管、闸门、拦污栅等水工金属结构工程的制作、安装及启
闭机的安装。可承担各类水电站、泵站主机（各类水轮发电机组、水泵机组）及
其附属设备和水电（泵）站电气设备的安装工程。
15.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大型以下压力钢管、闸门、拦污栅等水工金属结构工程的制作、安装
及启闭机的安装。可承担单机容量 100MW 以下的水电站、单机容量 1000KW 以下
的泵站主机及其附属设备和水电（泵）站电气设备的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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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闸门、拦污栅 FH＝叶面积×水头。
2．压力钢管 DH＝钢管直径×水头。

16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6.1 甲级资质标准
16.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5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500 万元以上。
16.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工
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6.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5 年承担过下列 3 类中的 2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220 千伏送电线路累计 600 公里；
（2）220 千伏电压等级变电站累计 8 座；
（3）220 千伏电缆工程累计 100 公里。
16.2 乙级资质标准
16.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800 万元以上。
16.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6.3 承包工程范围
16.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种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和变电站工程的施工。
16.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 220 千伏以下电压等级的送电线路和变电站工程的施工。

17 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40

核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分为甲级、乙级。
17.1 甲级资质标准
17.1.1 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 6000 万元以上；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平均在 500 万元以上。
17.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5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10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等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
业绩。
17.1.3 企业工程业绩
近 10 年独立承担过下列 5 类中的 1 类以上工程的施工，工程质量合格。
（1）单项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核燃料元件工程或核同位素分离工程；
（2）单项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放射性化工工程或铀冶金等核工程；
（3）单项合同额 5000 万元以上核废料处理工程；
（4）单项合同额 3000 万元以上铀矿山工程；
（5）单项合同额 2000 万以上核电站核岛检修维修工程 2 项。
17.2 乙级资质标准
17.2.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3200 万元以上。
17.2.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8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机电
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7.3 承包工程范围
17.3.1 甲级资质
可承担各类核反应堆、放射性化工、核燃料元件、核同位素分离、铀冶金、
核废料处理、核电站检修和维修以及铀矿山工程的施工。
17.3.2 乙级资质
可承担合同额 6000 万以下的放射性化工、核燃料元件、核同位素分离、铀
冶金、核废料处理、核电站检修和维修以及铀矿山工程的施工。

18

通用专业承包资质标准

通用专业承包资质不分等级。
18.1 资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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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1 企业资信能力
净资产 100 万元以上。
18.1.2 企业主要人员
（1）具有注册建造师 3 人以上；
（2）技术负责人具有 5 年以上从事工程施工技术管理工作经历，且为注册
建造师；主持完成过 1 项以上本类别工程业绩。
18.2 承包工程范围
可承担建筑工程中除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机电工程、地基基础工程等专
业承包工程外的其他专业承包工程的施工。

（四）专业作业资质
专业作业资质不分等级，实行备案制。具有公司法人《营业执照》且拟从事
专业作业的企业在完成企业信息备案后，即可取得专业作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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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

则

（一）企业资信能力
1.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当期上月合法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为准。首次
申请资质的，以企业《营业执照》所载注册资本为准；申请多项资质的，企业净
资产不累加计算，按企业所申请资质标准要求的净资产指标最高值考核。
2.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以企业申报的增值税完税证明或增值税税收缴
款书（含项目地和机构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为准。“近 3 年”是指自申请资质
年度起逆推 3 年。如申报年度为 2021 年，
“近 3 年”上缴建筑业增值税是指 2018
年 1 月 1 日之后上缴的建筑业增值税。
3.银行授信额度以企业与银行签订的年度授信协议书为准。多家银行的年度
授信额度不能累加计算，以其中一家银行的最高额度为准。
（二）企业主要人员
1.主要人员包括：注册建造师和技术负责人。
2.主要人员应满足 60 周岁及以下且由企业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
3.主要人员在 2 家以上企业受聘或注册的，不作为资质标准要求的有效人员
考核。
4.技术负责人的资历、业绩等方面按企业所申请资质的相应标准要求进行考
核。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的，应明确每个类别资质对应的 1 名专业技术负责人。
如企业同时申请建筑工程和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应分别明确两个资质
的专业技术负责人；如果一名技术负责人的注册专业和个人业绩同时满足该两个
资质标准要求，企业可只申报一人。
5.企业申请多个类别资质，主要人员中每类人员数量、专业等应分别满足标
准要求，每类人员数量不累加考核。如企业同时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乙级资
质和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乙级资质，只需申报 5 名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即
可分别满足 2 个类别的注册人员指标要求；企业同时申请建筑工程和公路工程施
工总承包甲级资质，拥有 5 名同时具有建筑工程和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
师，再有 5 名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和 5 名公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即可满足要求。
6.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与一级注册建造师专业的对应关系见下表。
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类别
一级注册建造师专业
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
铁路工程
铁路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矿山工程
矿业工程
通信工程
通信与广电工程
民航工程
民航机场工程
冶金工程
机电工程、矿业工程
电力工程、石油化工工程、
机电工程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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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科技水平
1.省部级及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包括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或省
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以企业提供的批准文件或认定证书为准。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为符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3 号）
规定的认定标准，并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含分中心）。
省部级企业技术中心为省级相关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
办法》制定相应政策和程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2.科技活动经费包括科技开发经费（一般包括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
费、设备调整费、各类试验费、技术资料购置费、研究机构人员工资以及科技研
究有关的其它经费或委托其它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信息化建设经费、科
技培训经费和科技开发奖励经费，以企业财务报表中“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栏目
或科技经费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四）企业技术装备
企业技术装备应为企业自有设备，以企业设备购置发票为准，上级单位划拨
的，应同时提供划拨或分割证明。其中，企业申请港口与航道施工总承包资质的，
可提供设备所属权证明。标准对设备的规格、性能、数量有要求但购置发票不能
体现的，企业应提供相关材料。
（五）企业工程业绩和人员业绩
1.本标准要求的企业工程业绩是指申请资质企业依法承揽并独立完成的工
程业绩。
2.申报的工程业绩为工程总承包的，申报企业应承担该项目中的施工部分。
3.一项单位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技术指标的，只能作为一项指标考核。标
准中分别考核累计和单项技术指标的，同一工程业绩可同时考核，铁路工程相关
方面资质除外。
4.本标准要求的“×类中的×类”业绩必须分别满足。如企业申请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其申报的 3 个工程业绩应分别满足标准中的高度、层数、
建筑面积、单项建安合同额等 4 类考核指标中的 3 类，且不能互相替代。企业申
报的 3 个业绩分别满足 2 类高度指标业绩和 1 类层数指标业绩要求的，不予认可。
5.申请多个类别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分别满足各类别资质标准条件。
6.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即可作为施
工总承包业绩考核。如企业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甲级资质，申报的工程业绩
为某住宅小区中的某栋住宅楼，小区整体未完成竣工验收，但该栋住宅楼已竣工
验收合格，则该栋住宅楼可作为施工总承包业绩申报。
7.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标准中“建筑面积”是指单个合同所载项目的面
积，分期签订多个合同的，不累加计算。
8.申请专业承包资质的，企业工程业绩以企业依法单独承接的专业工程业绩
为准，且该专业工程所在的单位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
9.施工总承包工程范围包括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的，配套工程不得单独作为
申报施工总承包资质工程业绩考核。
10.本标准要求的“近 5 年”或“近 10 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 5
年或 10 年期间竣工的工程业绩。如：申报年度为 2021 年，“近 5 年”的业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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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2016 年 1 月 1 日之后竣工（交工）验收合格的项目。超过时限的工程业绩不
予认可。
11.超越本企业资质承包工程范围的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12.工程业绩是境外承包工程的，需提供驻外使领馆经商部门出具的工程真
实性说明文件，不考核其是否超越资质承包工程范围。
13.申报的工程业绩中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实施时存在非本企业注册建造师、
不具备注册建造师资格、超越注册建造师执业范围执业、或违反有关规定同时在
2 个以上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的，该项企业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14.单项合同额是指一个承包合同所载合同价。
15.建筑工程高度应为从标高正负零算起至檐口的高度。
16.建筑工程层数是指正负零到檐口之间的楼层数，其中，设备层不计算在
内，跃层按单层计算。
17.企业因负有工程质量、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被降级、吊销资质，或因工程
业绩弄虚作假申报资质被通报批评或撤销资质的，其相应工程业绩不予认可。
18.注册建造师主持完成的业绩是指近 10 年来作为施工项目经理主持完成
的工程项目。注册建造师业绩考核中中标通知书（如有）、合同、竣工验收需为
同一人。
（六）承揽工程范围
“配套工程”含厂/矿区内的自备电站、道路、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网
管线和办公楼、宿舍楼、厂房等相应建筑物、构筑物等全部配套工程。
（七）资质延续要求
企业申请资质延续，需满足标准中资产、人员、技术装备的要求，工程业绩
需满足以下要求：
1.施工综合资质：近 5 年完成 2 类以上施工综合资质要求的工程项目。
2.施工总承包甲级、专业承包甲级资质：近 5 年完成 2 个以上本类别甲级资
质要求的工程项目。
3.施工总承包乙级、专业承包乙级资质：近 5 年完成过 2 个以上本类别工程
项目。
（八）其他
本标准的“以上”、“以下”
、
“不少于”均包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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