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编码：6-29-01-04

钢筋工

（2019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



说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依

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要，立

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

了《钢筋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 年版）》为依据，严

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 年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

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钢筋工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

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工作要

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删除培训要求，明确职业定义，增加职业编码。

——职业等级变更为职业技能等级，基本文化程度变更为普通受教育程度。

——删除适用对象，调整职业环境条件、职业能力特征的描述。

——调整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增加综合评审。

——修订职业功能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相关知识要求等。

三、本《标准》修订委员会主任由赵爱平担任，杨玉华、肖铁岭主持修订工作，

李聚杰、李延军、赵轩、刘志军、崔博宇、刘杰、丁秋生等为修订委员会成员。主

要起草人有：尹素花、许立江、闫立伟、张振拴、王根柱。

四、本《标准》审定人有：师海霞、孙倩、王博欣、王玉、李宗志、历飞、赵

德卯、殷广玉、崔学才、赵志平、常建立、王振国、李佑均。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荣

庆华、葛恒双、张灵芝、贾成千等专家的指导，以及龙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石家

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嘉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有关

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钢筋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 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钢筋工

1.2 职业编码

6-29-01-04

1.3 职业定义

使用工具、机具，进行钢筋加工、骨架预制和钢筋安装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

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高处，地下。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般智力，有一定的表达能力、计算能力和空间感，手指、手臂灵活，动

作协调。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①
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①
相关职业：砌筑工、混凝土工，下同。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①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

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

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

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

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

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①相关专业：公路施工与养护、桥梁施工与养护、港口与航道施工、铁路施工与养护、水利水电

工程施工、建筑施工、建筑装饰、市政工程施工，下同。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

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

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

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

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

上者为合格。职业标准中标注“★”的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考生

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则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名监

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5，且考评人员为 3人（含）以上

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180min；综合评审时间

不少于 6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钢筋加工、连接、安装所需材

料和机具，且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质量至上，效益优先。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遵纪守法，安全生产。

（4）尊师爱徒，团结互助。

（5）勤俭节约，关心企业。

（6）钻研技术，勇于创新。

2.2 基础知识

2.2.1 识图知识

（1）识图和结构构造基本知识。

（2）钢筋混凝土结构图例符号知识。

（3）钢筋混凝土结构及构配件的结构施工图知识。

2.2.2 钢筋常识

（1）钢筋的品种、性能、规格、型号知识。

（2）材料验收与保管知识。

2.2.3 常用钢筋加工机具的使用和保养知识

（1）常用钢筋加工机具安全操作知识。

（2）常用钢筋加工机具日常维护、保养知识。

2.2.4 安全知识

（1）职业健康、劳动保护、安全生产相关知识。

（2）消防、医疗救护基本知识。

2.2.5 环境保护知识

（1）施工环境保护相关知识。

（2）成品、半成品保护相关知识。

2.2.6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6）《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7）《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3.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

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准备

1.1 准备作业

现场

1.1.1 能正确佩戴个人安全防

护用具，能正确使用安全操作平

台和小型机械设备

1.1.2 能按照施工作业条件要

求清理和准备作业场地

1.1.3 能识读质量、安全技术

交底

1.1.4 能进行触电、中暑等简

单的基本医疗救护

1.1.5 能正确使用现场消防器

材

1.1.1 钢筋工安全技术操作规

程

1.1.2 职业健康、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要求

1.1.3 现场作业条件及要求

1.1.4 施工现场常见安全事故

医疗救护基本知识

1.1.5 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相关

知识

1.2 准备材料

机具

1.2.1 能按配料单搬运、选用

和检查钢筋主辅料并进行分类标

识

1.2.2 能选用、清理、摆放和

检查钢筋加工机具

1.2.3 能码放、搬运成型骨架

1.2.1 钢筋主辅料相关知识

1.2.2 领料、备料相关程序

1.2.3 材料的运输、装卸、码放、

标识相关知识

1.2.4 常用简单钢筋加工、成型

机具安装、操作方法及安全规程

1.2.5 成型钢筋、骨架码放、搬

运、保护知识

2.

钢筋

作业

2.1 钢筋加工

2.1.1 能进行钢筋外观缺陷检

查

2.1.2 能进行钢筋清污、除锈、

调直等操作

2.1.3 能使用钢筋加工机具按

配料单下料

2.1.4 能使用钢筋成型机具进

行钢筋加工、骨架成型

2.1.1 钢筋外观质量检查知识

2.1.2 度量工具使用及钢筋量

度方法

2.1.3 钢筋加工、骨架成型一般

知识

2.2 钢筋连接

2.2.1 能进行钢筋定位和临时

固定

2.2.2 能进行钢筋搭接连接操

作

2.2.1 钢筋保护层、绑扎、定位

基本常识

2.2.2 钢筋搭接连接知识



2.3 钢筋安装

2.3.1 能进行钢筋网片和骨架

的绑扎、安装、固定

2.3.2 能按施工交底要求设置

钢筋限位件

2.3.1 钢筋绑扎材料的选用及

绑扎方法

2.3.2 钢筋锚固及接头位置要

求

2.3.3 常规钢筋节点构造知识

2.3.4 钢筋连接和安装质量知

识

2.3.5 垫块、塑料卡、支撑筋等

设置要求

2.3.6 预制钢筋骨架绑扎工艺

及要求

3.

施工

检查

3.1 质量检查

3.1.1 能进行自检

3.1.2 能检查钢筋网片、骨架

绑扎、定位、固定质量

3.1.1 自检的方法和手段

3.1.2 成品检验程序和要求

3.2 调整保护

3.2.1 能进行钢筋位置的调整

3.2.2 能修复施工过程中发生

的钢筋移位和变形

3.2.1 钢筋位置调整相关知识

3.2.2 成品保护常识及方法



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准备

1.1 准备材料、

机具

1.1.1 能进行钢筋进场验收

1.1.2 能选用预应力施工所用的

锚、夹具及张拉设备

1.1.3 能选用钢筋机械连接机具

1.1.4 能进行钢筋加工机具日常

维护

1.1.1 钢筋进场验收、复检内

容和取样方法及检测报告识读

知识

1.1.2 预应力施工机具安全

操作知识

1.1.3 钢筋机械连接机具安

全操作知识

1.1.4 钢筋加工机具日常维

护相关要求

1.2 识读图纸

方案

1.2.1 能识读框架、剪力墙、混

合结构等结构施工图

1.2.2 能识读预制构件配筋图

1.2.3 能识读钢筋工程施工方案

1.2.4 能对简支梁、板、构造柱

等简单构件进行布筋放线

1.2.1 结构施工图识图基本

知识

1.2.2 预制构件一般构造知

识

1.2.3 构件间连接节点配筋

位置关系

1.2.4 梁、板、柱、墙及一般

楼梯结构构造知识

1.3 编制配料

单

1.3.1 能对框架、剪力墙、混合

结构等常规结构构件进行钢筋翻

样，并编制配料单

1.3.2 能对普通楼梯、吊车梁等

一般构件进行钢筋翻样，并编制配

料单

1.3.1 比例尺应用知识

1.3.2 钢筋翻样方法和操作

程序

1.3.3 钢筋锚固、接头、弯钩、

箍筋加密等规定

1.3.4 钢筋起始位置及排列

算法

1.3.5 钢筋下料计算方法

2.

钢筋

作业

2.1 钢筋加工

2.1.1 能使用数控加工设备进行

钢筋加工、成型

2.1.2 能进行预应力筋下料和辅

料加工

2.1.1 常用数控加工机械相

关知识

2.1.2 预应力筋及辅料相关

知识

2.1.3 预应力筋下料、加工、

连接、锚固等知识

2.2 钢筋连接

2.2.1 能进行锥螺纹、直螺纹、

套筒挤压接头连接

2.2.2 能进行常规预制构件的钢

筋连接拼装

2.2.1 相关结构配筋常识及

构造要求

2.2.2 钢筋机械连接知识

2.2.3 钢筋机械接头取样复

试知识

2.3 钢筋安装

2.3.1 能进行弧形、弯折、变截

面等较复杂部位钢筋安装

2.3.2 能进行滑模等特殊施工工

2.3.1 相关部位布筋、穿筋知

识

2.3.2 相关特殊施工工艺钢



艺钢筋安装

2.3.3 能进行预应力筋及附件的

安装和连接

2.3.4 能进行预应力筋张拉、锚

固、放张等施工操作

2.3.5 能进行箱型基础、箱梁等

结构钢筋安装

筋绑扎、连接要求

2.3.3 先张法施工操作知识

2.3.4 后张法施工操作知识

2.3.5 无粘结后张法施工操

作知识

3.

施工

检查

3.1 质量检查

3.1.1 能检查钢筋网片、骨架及

常规节点施工质量

3.1.2 能检查预应力筋位置并采

取控制措施

3.1.3 能进行预应力筋的自检

3.1.4 能进行钢筋安装质量互检

3.1.5 能防治钢筋施工质量缺陷

3.1.1 建设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

3.1.2 钢筋工程质量缺陷产

生原因及防治方法

3.2 填写记录

3.2.1 能填写自检、互检、专检

评定记录

3.2.2 能填写钢筋工程技术资料

3.2.1“三检制”的有关规定

3.2.2 评定记录的填写方法

3.2.3 工程技术资料内容和

填写方法



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准备

1.1 识读图纸

1.1.1 能识读箱型基础、设备

基础、牛腿柱、预应力屋架、预

应力箱梁、组合结构、烟囱等复

杂部位的结构施工图

1.1.2 能发现配筋的错、碰、

漏、缺等问题，并找出配筋的疑

难问题及重点部位

1.1.3 能识读筒体、束筒、框

剪、壳体等空间异性结构及装配

式结构施工图

1.1.1 复杂构件受力原理和配

筋构造要求

1.1.2 施工图中模板图、配筋

图、预埋件及预留详图的识读知识

1.1.3 各工种间预留预埋管线、

孔洞、构配件的识读知识

1.1.4 筒体、束筒、框剪、壳体

等空间异性结构及装配式结构相

关知识

1.2 编制方案

1.2.1 能编制常见钢筋工程施

工方案、专项方案和质量、安全

技术交底

1.2.2 能编制班组施工作业计

划

1.2.3 能编制一般预应力施工

方案

1.2.1 施工方案、专项方案、计

划及质量、安全技术交底的要求和

规定

1.2.2 施工组织管理知识

1.2.3 劳动定额知识

1.2.4 质量管理基础知识

1.3 编制配料

单

1.3.1 能对复杂构件进行钢筋

翻样，并编制配料单

1.3.2 能对烟囱、水塔等特殊

构筑物进行钢筋翻样，并编制配

料单

1.3.3 能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

翻样、编制配料单

1.3.4 能编制预应力筋及附件

的配料单

1.3.1 钢筋翻样知识

1.3.2 相关结构、构件配筋及构

造特点

1.3.3 相关计算机辅助软件知

识

1.3.4 预应力筋翻样知识

2.

钢筋

作业

2.1 钢筋连接

2.1.1 能进行大型预制构件连

接

2.1.2 能进行套筒灌浆、滚轧

直螺纹、熔融金属充填接头连接

2.1.3 能采用进行新型技术进

行连接

2.1.1 预制构件连接知识

2.1.2 新型连接技术知识

2.2 钢筋安装

2.2.1 能进行复杂结构、构件

的钢筋安装

2.2.2 能进行烟囱、水塔等特

殊构筑物的钢筋安装

2.2.3 能进行竖向、环形等非

常规预应力筋配料与安装

2.2.1 工种的配合作业要求

2.2.2 电热张拉法施工操作知

识

2.2.3 预应力张拉过程控制及

异常处理知识

3.

施工
3.1 质量检查

3.1.1 能进行交接检查

3.1.2 能跟踪检查复杂结构、

3.1.1 钢筋隐蔽验收的方法与

步骤



检查 构件、部位的钢筋安装质量

3.1.3 能对安装中一般质量问

题的处理结果进行复核和监督检

查

3.1.2“三检制”的方法与步骤

3.2 问题处理

3.2.1 能针对施工中遇到的安

装问题提出处理措施

3.2.2 能对预应力施工中的质

量缺陷进行处理

3.2.1 质量检查规定及质量问

题处理程序

3.2.2 预应力施工质量缺陷产

生原因及防治方法

4.

指导

施工

4.1 组织施工

4.1.1 能对施工难点、重点、

控制点进行指导

4.1.2 能对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的应用进行施工

指导

4.1.1 施工难点、重点、控制点

操作要领

4.1.2 四新技术的内容、适用条

件、操作工艺知识

4.2 技术培训

4.2.1 能编写五级/初级工、四

级/中级工的培训资料

4.2.2 能培训五级/初级工、四

级/中级工

4.2.1 教学知识

4.2.2 培训讲义编写方法

4.2.3 常用办公软件操作及网

络知识



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管理

1.1 核对图纸

1.1.1 能核对异形结构、空间

结构等特殊工程的配筋施工图

1.1.2 能对钢筋选型、配筋方

式、构造做法等提出合理化建议

1.1.3 能对建筑、结构、安装

图纸进行专业对照

1.1.1 相关建筑施工技术

1.1.2 建筑、结构、安装设计常

识

1.1.3 建筑、结构、安装图纸识

读相关知识

1.2 编制方案

1.2.1 能编制异形结构、空间

结构等特殊工程的钢筋工程施工

方案

1.2.2 能编制双向曲线预应力

和整体预应力等复杂预应力施工

方案

1.2.3 能核算钢筋工程成本

1.2.1 网络计划知识

1.2.2 预应力施工工艺流程知

识

1.2.3 钢筋成本核算内容和方

法

1.3 质量、安全

管理

1.3.1 能提出特殊钢筋工程质

量控制措施

1.3.2 能提出一般预应力施工

的质量、安全措施

1.3.3 能提出特殊工程质量、

安全控制点，并提出预控措施

1.3.1 质量管理知识

1.3.2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管理

知识

2.

指导

施工

2.1 组织施工

2.1.1能在现场进行异形结构、

空间结构的钢筋翻样和编制钢筋

配料单，并进行安装指导

2.1.2 能进行异形结构、空间

结构等复杂预应力钢筋的配料与

安装指导

2.1.1 壳体结构、异形池体结

构、双曲线冷却塔结构、特殊预应

力结构的受力特点

2.1.2 预应力(构件和配筋)布

置、张拉顺序等相关知识

2.2 技术处理

2.2.1 能审查钢筋混凝土构件

的钢筋大样图和配料单

2.2.2 能解决钢筋施工疑难问

题

2.2.1 钢筋大样图、配料单常见

问题及处理方法

2.2.2 施工疑难问题的分析方

法和处理程序

2.2.3 工程实体检测知识

3.

培训

创新

3.1 技术培训

3.1.1 能编制钢筋工培训计划

3.1.2能培训三级/高级工及以

下级别人员

3.1.1 培训计划的编制知识

3.1.2 案例教学法

3.2 改造创新

3.2.1 能进行施工总结

3.2.2能编写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实施

方案

3.2.3 能针对新结构、新材料

的应用进行技术、工艺和设备改

造

3.2.1 施工总结、操作规程的编

写方法

3.2.2 实施方案的基本结构和

编写方法



3.2.4 能编写操作规程及工法



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施工

管理

1.1 核对图纸

1.1.1 能核对体外预应力、斜拉

桥等隧道、桥梁、坑矿等复杂、特

殊工程结构施工图

1.1.2能提出预应力工程复杂部

位的实施修改意见

1.1.3 能提出建筑、结构、安装

冲突部位的实施修改意见

1.1.1 各领域施工相关规范

1.1.2 各种预应力施工工艺的

原理、特点及适用条件

1.1.3 建筑信息模型（BIM
①
）技

术知识

1.2 编制方案

1.2.1 能编写各领域复杂、特殊

的钢筋工程及预应力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

1.2.2能根据施工方案需要提出

工艺、设备技术改造方案

1.2.1 方案比选、优化知识

1.2.2 工艺、设备技术改造方案

编写要点

2.

指导

施工

2.1 组织施工

2.1.1能利用计算机辅助系统对

空间复杂的配筋进行精确翻样、定

位安装及施工指导

2.1.2 能指导各领域复杂、特殊

的钢筋工程施工

2.1.3能进行复杂预应力工程的

张拉控制、调整及施工指导

2.1.1 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及

辅助设备知识

2.1.2 预应力筋及构件的应力

应变状态控制知识

2.2 技术处理

2.2.1能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活

动，解决施工中的技术难题

2.2.2能编制钢筋工程应急预案

2.2.3能处理施工中的疑难问题

2.2.1 技术改造、创新的管理与

方法

2.2.2 应急预案相关知识

2.2.3 结构实体检测知识

3.

培训

创新

3.1 技术培训

3.1.1能解读和运用本职业先进

技术，并组织专题讲座和开展教学

3.1.2 能编写钢筋工培训大纲

3.1.1 信息管理知识

3.1.2 钢筋混凝土结构发展动

态和趋势

3.1.3 培训教材的编写标准、内

容和方法

3.2 改造创新

3.2.1能进行钢筋、预应力工程、

装配式建筑技术的改造和创新

3.2.2 能审核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方案

3.2.3能审定相应级别的操作规

程及工法

3.2.4 能将创新、改造技术转化

为实用型成果

3.2.1 工程技术改造和创新计

划编写相关知识

3.2.2 四新技术的信息采集和

推广应用

3.2.3 操作规程及工法审定相

关知识

3.2.4 实用型成果相关知识

①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的缩写，即建筑信息模型。



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5 20 15 15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施工准备 30 30 30 —— ——

钢筋作业 30 30 30 —— ——

施工检查 10 15 10 —— ——

指导施工 —— —— 10 20 25

施工管理 —— —— —— 30 30

培训创新 —— —— —— 30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施工准备 40 35 30 —— ——

钢筋作业 40 35 30 —— ——

施工检查 20 30 20 —— ——

指导施工 —— —— 20 40 40

施工管理 —— —— —— 40 30

培训创新 —— —— —— 20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