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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 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工程造价（专业代码：5605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技能考核，通过设置定额的应用、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清单计

价、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等 4 个技能考核模块，测试学生应用专业工程定额、

编制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清单计价文件、使用计价软件编制工程量清单报

价、编制工程结算等文件的能力以及从事造价工作的吃苦耐劳、耐心细致等职

业素养。引导学校加强专业教学基本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

教学环节，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提高专业教学质量

和专业办学水平，培养适应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工程造价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 

三、 考核内容 

分为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跨岗位综合技能三部分。 

专业核心技能：定额的应用。 

该模块以真实工程项目为背景，主要运用理论计算技术，完成定额消耗量

指标的确定、定额的套用、工料单价的计算等主要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从业

人员从事定额编制及应用工作所需的基本技能。 

岗位核心技能：工程量清单编制、工程量清单计价。 

该模块以真实工程项目为背景，主要运用查找规范、理论计算等技术，完

成各专业工程中工程量清单编制及计价等主要工作内容。基本涵盖了从业人员

从事工程量清单编制及计价工作所需的核心技能。 

跨岗位综合技能：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 

该模块以企业工程项目为背景，主要运用查找规范、理论计算等技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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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工程索赔和工程结算的计算等主要工作内容。涵盖了

从业人员从事工程造价管理的过程控制工作中所需的部分综合技能。 

 

模块一 定额的应用  

1．定额消耗量指标的确定 

基本要求： 

（1）能根据相关规范准确计算人工消耗量指标、材料消耗量指标、机械台

班消耗量指标，并将计算结果填入定额项目指标表。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

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 

2．定额的套用 

基本要求： 

（1）能根据各专业工程的施工工艺和定额的构成及应用规则熟练套用工程

定额。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3．工料单价的计算 

基本要求： 

（1）能根据工料单价的计算方法、规则，计算人工单价、材料单价、施工

机械台班单价以及定额分项工料单价。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模块二 工程量清单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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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方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土

方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2．桩与地基基础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桩

与地基基础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3）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3．砌筑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砌

筑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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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4.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混

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5．钢筋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钢

筋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6.钢结构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钢

结构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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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7．屋面及防水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屋

面及防水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8．模板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模

板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9.脚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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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脚

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10．楼地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脚

手架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11．墙、柱面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墙、

柱面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12．天棚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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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天

棚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13.门窗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和《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

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编制门

窗工程工程量清单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模块三 工程量清单计价 

1.建筑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列项与工程量计算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

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

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

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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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工程量计算单。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2.建筑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的计算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

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

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

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按规范格式正确

编制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3.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表的填制及文件装订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

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

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

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按规范完成分部



 

 9 

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单位工程造

价汇总表的填制与工程量清单计价文件的装订。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4.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组价工程量列项与计算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

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

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按规范格式

正确编制工程量计算单。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5.装饰分部分项工程项目综合单价的计算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

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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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按规范格式

正确编制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6.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基价表的填制及文件装订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

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

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按规范完成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措施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其他项目清单与计价表、单位工

程造价汇总表的填制与工程量清单计价文件的装订。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7.建筑工程计价软件的操作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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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

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熟练操作软

件正确编制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检查工位电脑运行状况是

否能满足需求；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

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8.装饰工程计价软件的操作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

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

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能熟练操作软

件正确编制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检查工位电脑运行状况是

否能满足需求；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整、填写规范；不损坏考试用图纸、

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模块四 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 

1. 招投标管理 

基本要求： 

（1）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正确组织招标、评标等工作。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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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填写规范； 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2.工程索赔和工程结算的计算 

基本要求： 

（1）熟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

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

（201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及《湖南省建设工程

计价办法附录》、《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湘建价【2016】160 号）、《湖南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

知》（湘建价【2019】47 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

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 】165 号），工程索赔处理正

确，工期索赔和费用索赔的计算正确，以及能编制工程结算文件。 

（2）符合从业人员的基本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清查给定的图

纸、资料、工具书、记录表格和计算工具是否齐全；文字、表格作业应字迹工

整、填写规范； 不损坏考试用图纸、资料及设施等；测试完毕后应作必要的场

地清理和资料、工具书的归位工作。 

四、评价标准 

1.评价方式：本专业技能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技能考核与

职业素养考核相结合。根据考生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和用时量等因素评价

过程成绩；根据操作过程和提交成果质量等因素评价结果成绩。 

2.分值分配：本专业技能考核满分为 100 分，其中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占

该项目总分的 20%，作品质量占各项目总分的 80%。 

3.技能评价要点：根据模块中考核项目的不同，重点考核学生对该项目所必

须掌握的技能和要求。虽然不同考试题目的技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完成任务

的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基本相同。各模块和项目的技能评价要点内容如表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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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程造价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序

号 

类

型 

模

块 

项目 
评价要点 

1 

专

业

基

本

技

能 

定

额

的

应

用 

定额消耗量

指标的确定 

人工消耗量指标、材料消耗量指标、机械台班消

耗量指标计算准确； 

定额项目指标表填写准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定额的套用 

各专业的定额使用正确； 

按照各专业工程定额的构成及应用规则套用工程

定额熟练；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工料单价的

计算 

人工单价计算准确； 

材料预算单价计算准确； 

施工机械台班单价计算准确； 

定额分项工料单价计算准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2 

岗

位

核

心

工

程

量

清

土方工程工

程量清单编

制 

土方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 

项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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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能 

单

编

制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桩与地基基

础工程工程

量清单编制 

桩与地基基础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砌筑工程工

程量清单编

制 

砌筑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混凝土及钢

筋混凝土工

程工程量清

单编制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钢筋工程工

程量清单编

制 

钢筋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钢结构工程

工程量清单

编制 

钢结构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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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屋面及防水

工程工程量

清单编制 

屋面及防水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模板工程工

程量清单编

制 

模板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脚手架工程

工程量清单

编制 

脚手架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楼地面工程

工程量清单

编制 

楼地面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墙、柱面工程

工程量清单

编制 

墙、柱面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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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天棚工程量

清单编制 

天棚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门窗工程工

程量清单编

制 

门窗工程的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工程量清单文件编制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建筑分部分

项工程项目

组价列项与

工程量计算 

建筑工程的组价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定额子目套用准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建筑分部分

项工程项目

综合单价的

计算 

建筑工程某项目的直接费用、管理费、利润、规

费、销项税额、附加税费、综合单价计算准确； 工

程项目清单项目费用计算表(综合单价表)填写准

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建筑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

价表的填制

建筑单位工程的直接费用、管理费、利润、总价

措施费、规费、销项税额、附加税费、单位工程

总价计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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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及文件装订 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格填写准确； 

清单计价文件装订顺序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装饰分部分

项工程项目

组价列项与

工程量计算 

装饰工程的组价工程量计算准确； 

清单项目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描述、项

目单位填写准确； 

定额子目套用准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装饰分部分

项工程项目

综合单价的

计算 

装饰工程某项目的直接费用、管理费、利润、规

费、销项税额、附加税费、综合单价计算准确； 工

程项目清单项目费用计算表(综合单价表)填写准

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装饰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

价表的填制

及文件装订 

装饰单位工程的直接费用、管理费、利润、总价

措施费、规费、销项税额、附加税费、单位工程

总价计算准确； 

工程项目清单计价表格填写准确； 

清单计价文件装订顺序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建筑工程计

价软件的操

作 

计价软件操作正确； 

项目基本信息填写准确； 

分部分项工程和措施项目工程的清单项目和相应

的定额子目填写准确； 

人工和材料单价填写准确； 相

关费率和税率选择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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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表格打印符合要求； 

清单计价文件装订顺序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装饰工程计

价软件的操

作 

计价软件操作正确； 

项目基本信息填写准确； 

分部分项工程和措施项目工程的清单项目和相应

的定额子目填写准确； 

人工和材料单价填写准确； 相

关费率和税率选择正确； 计价

表格打印符合要求； 

清单计价文件装订顺序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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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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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造

价

的

过

程

控

 

招投标管理 

招标的工作的组织正确； 

招投标过程中的错误内容判断准确；  

评标工作的开展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工程索赔和

工程结算的

计算 

工程索赔的工作的处理正确；  

工程结算计算正确； 

遵守相关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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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五、抽考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为现场考核，成绩评定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

具体方式如下： 

1.学校考查模块：专业基本技能的一个模块为必考模块；岗位核心技能的两

个模块均为必考模块，跨岗技能为选考模块。 

2.学生参考模块确定：参考学生按规定比例随机抽取考试模块，其中，10%

考生参考专业基本技能，50%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的模块二，40%考生参考岗

位核心技能的模块三；如果选择了跨岗技能模块，则 10%考生参考专业基本技

能，45%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的模块二，40%考生参考岗位核心技能的模块三，

5%考生参考跨岗技能模块四。 

3.试题抽取方式：学生在相应模块题库中随机抽取 1 道试题考核。 

六、附录 

1．相关规范与标准（摘录)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3）《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4）《湖南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消耗量标准》（2014）； 

（5）《混凝土结构施工图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构造详图》（16G101

图集） 

2．相关政策与规定（摘录） 

（1）《湖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办法》（湘建价【2014】113 号）及

《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附录》；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

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 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和材料综合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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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 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

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