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5 - 

附件 4 

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业务范围对照表（一） 

香港建筑署《建筑及有关顾问公司

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单》 

所列专业机构 

内地企业 

类别 分组 业务范围 资质 业务范围 

建筑 

第一组 工程估值超过 3 亿元港元 建筑设计事务所 

1.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

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建筑专业

设计与技术服务。 

2.取得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

可以根据工程的类别和性质作

为承包方对建筑工程项目的设

计实行总包。承包方应当自行

完成建筑工程本专业的设计业

务，并在保证整个建筑工程项

目完整性的前提下，经发包方

同意，将其他部分专业设计业

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

方。 

第二组 
工程估值不超过 3 亿元港

元 

建筑设计事务所

（工程估值不超

过 3 亿元港元） 

结构 

工程 

第一组 工程估值超过 3 亿元港元 结构设计事务所 

1.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

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及施工图设计中的结构专业

（包括轻钢结构）设计与技术

服务。 

2.取得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

可以根据工程的类别和性质作

为承包方对建筑工程项目的设

计实行总包。承包方应当自行

完成建筑工程本专业的设计业

务，并在保证整个建筑工程项

目完整性的前提下，经发包方

同意，将其他部分专业设计业

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

方。 

第二组 
工程估值不超过 3 亿元港

元 

结构设计事务所

（工程估值不超

过 3 亿元港元） 

屋宇 

装备 
第一组 工程估值超过 3 亿元港元 机电设计事务所 

1.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

筑工程（包括建筑智能化设计）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

设计中的机电设备专业的设计

与技术服务。 

2.取得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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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工程估值不超过 3 亿元港

元 

机电设计事务所

（工程估值不超

过 3 亿元港元） 

可以根据工程的类别和性质作

为承包方对建筑工程项目的设

计实行总包。承包方应当自行

完成建筑工程本专业的设计业

务，并在保证整个建筑工程项

目完整性的前提下，经发包方

同意，将其他部分专业设计业

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

方。 

园林 

建筑 
不分组 工程估值无限制 

风景园林工程设

计专项甲级 

承担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的

类型和规模不受限制。 

工料 

测量 

第一组 工程估值超过 3 亿元港元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甲级 

可以从事各类建设项目的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 

第二组 
工程估值不超过 3 亿元港

元 

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乙级 

可以从事工程造价 5000 万元

人民币以下的各类建设项目的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建筑 

测量 
不分组 工程估值无限制 

工程监理企业

（房屋建筑工

程）甲级 

可承担相应专业工程类别建设

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 

同时为建筑、结构、屋宇装备类别第一组的专

业机构 

建筑工程设计专

业甲级 

可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

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

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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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业务范围对照表（二） 

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工程及有关

顾问公司遴选委员会顾问公司名

单》所列专业机构 

内地企业 

类别 分组 业务范围 资质 业务范围 

基 建

及 发

展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市政工程设计行

业乙级 

承担本行业中、小型建设工程

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的设计业务。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但不

超过 1000 万港元 

市政工程设计行

业乙级 

承担本行业中、小型建设工程

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的设计业务。 

第三组 
顾问费用超过 1000 万港

元 

市政工程设计行

业甲级 

承担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

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

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排 水

及 污

水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排水工程设计专

业丙级 

承担本专业小型建设工程项目

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

计业务。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但不

超过 1000 万港元 

排水工程设计专

业乙级 

承担本专业中、小型建设工程

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的设计业务。 

第三组 
顾问费用超过 1000 万港

元 

排水工程设计专

业甲级 

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

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

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机电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机电设计事务所

甲级资质（顾问

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元） 

1.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

筑工程（包括建筑智能化设计）

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

设计中的机电设备专业的设计

与技术服务。 

2.取得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

可以根据工程的类别和性质作

为承包方对建筑工程项目的设

计实行总包。承包方应当自行

完成建筑工程本专业的设计业

务，并在保证整个建筑工程项

目完整性的前提下，经发包方

同意，将其他部分专业设计业

务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

方。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港元 
机电设计事务所

甲级资质 

环境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环境工程设计专

项乙级 

可承担中型以下规模环境工程

（含建筑物和非标准设备等）

专项设计。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港元 
环境工程设计专

项甲级 

可承担各类环境工程（含建筑

物和非标准设备等）专项设计，

规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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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土

和 斜

坡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专业乙级 

可承担本专业勘察中、小型工

程项目。岩土工程是指 1.岩土

工程勘察，2.岩土工程设计，

3.岩土工程测试、监测、检测，

4.岩土工程咨询、监理，5.岩

土工程治理。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但不

超过 1000 万港元 

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专业乙级 

可承担本专业勘察中、小型工

程项目。岩土工程是指 1.岩土

工程勘察，2.岩土工程设计，

3.岩土工程测试、监测、检测，

4.岩土工程咨询、监理，5.岩

土工程治理。 

第三组 
顾问费用超过 1000 万港

元 

工程勘察岩土工

程专业甲级 

可承担本专业勘察业务范围。

岩土工程是指 1.岩土工程勘

察，2.岩土工程设计，3.岩土

工程测试、监测、检测，4.岩

土工程咨询、监理，5.岩土工

程治理。 

道 路

及 相

关 结

构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道路工程设计专

业丙级 

承担本专业小型建设工程项目

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

计业务。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但不

超过 1000 万港元 

道路工程设计专

业乙级 

承担本专业中、小型建设工程

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的设计业务。 

第三组 
顾问费用超过 1000 万港

元 

道路工程设计专

业甲级 

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

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

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交 通

运输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公共交通工程设

计专业乙级 

承担本专业中、小型建设工程

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的设计业务。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港元 
公共交通工程设

计专业甲级 

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

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

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水务 

第一组 
顾问费用不超过 500 万港

元 

给/排水工程设

计专业丙级 

承担本专业小型建设工程项目

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

计业务。 

第二组 
顾问费用超过 500 万但不

超过 1000 万港元 

给/排水工程设

计专业乙级 

承担本专业中、小型建设工程

项目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的设计业务。 

第三组 
顾问费用超过 1000 万港

元 

给/排水工程设

计专业甲级 

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

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

务，其规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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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香港专业人士与内地注册执业人员业务范围对照表 

香港相关注册管理局 

合法注册的专业人士 
内地注册执业人员 

资格 业务范围 资格 业务范围 

香港建筑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建

筑师 

任何工程图则设计、咨询

等。 
一级注册建筑师 

1.建筑设计； 

2.建筑设计技术咨询； 

3.建筑物调查与鉴定； 

4.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

施工指导和监督； 

5.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

其他业务。 

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范围不

受工程项目规模和工程复杂程

度的限制。 

香港工程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结

构组别的专业工

程师 

1.根据不同专业工程界

别，从事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2.注册结构工程师须作出

所需的定期监督和进行所

需的检查，以确保结构工

程按照批准图则进行，并

遵从监工计划书（如需要）

及建筑事务监督所作的有

关命令。 

一级注册结构工

程师 

1.本专业工程设计； 

2.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3.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4.本专业工程的项目管理； 

5.对本专业工程设计项目的施

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6.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

业务。 

香港工程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土

木组别的岩土专

业工程师 

1.根据不同专业工程界

别，从事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2.注册岩土工程师须作出

所需的定期监督和进行所

需的检查，以确保岩土工

程按照批准图则进行，并

遵从监工计划书（如需要）

及建筑事务监督所作的有

关命令。 

一级注册土木工

程师（岩土） 

1.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设

计； 

2.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3.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4.本专业工程的项目管理； 

5.对工程勘察或者本专业工程

设计项目的施工进行指导和监

督； 

6.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

业务。 

香港工程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电

机组别的专业工

程师 

1.根据不同专业工程界

别，从事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2.有关电机工程图则设

计、咨询等。 

3.注册专业工程师（电机）

须作出所需的定期监督和

进行所需的检查，以确保

电机工程按照批准图则进

注册电气工程师 

1.本专业工程设计； 

2.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3.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4.本专业工程专案管理； 

5.对本专业工程设计专案的施

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6.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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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遵从监工计划（如

需要）及建筑事务监督所

作的有关命令。 

香港工程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屋

宇装备组别的专

业工程师 

1.根据不同专业工程界

别，从事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2.有关屋宇装备工程图则

设计、咨询等。 

3.注册专业工程师（屋宇

装备）须作出所需的定期

监督和进行所需的检查，

以确保屋宇装备工程按照

批准图则进行，并遵从监

工计划书（如需要）及建

筑事务监督所作的有关命

令。 

注册公用设备工

程师（暖通空

调）、注册公用设

备工程师（给水

排水） 

1.本专业工程设计； 

2.本专业工程技术咨询； 

3.本专业工程招标、采购咨询； 

4.本专业工程的专案管理； 

5.对本专业工程设计专案的施

工进行指导和监督； 

6.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

业务。 

香港测量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工

料测量组别的专

业测量师 

根据不同专业组别，从事

工料测量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一级注册造价工

程师 

执业范围包括建设项目全过程

的工程造价管理与咨询等，具

体工作内容： 

1.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

资估算与审核，项目评价造价

分析； 

2.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施工预

算编制和审核； 

3.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文件工程

量和造价的编制与审核； 

4.建设工程合同价款、结算价

款、竣工决算价款的编制与管

理； 

5.建设工程审计、仲裁、诉讼、

保险中的造价鉴定，工程造价

纠纷调解； 

6.建设工程计价依据、造价指

标的编制与管理； 

7.与工程造价管理有关的其他

事项。 

香港测量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建

筑测量组别的专

业测量师 

根据不同专业组别，从事

建筑测量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注册监理工程师 

可以从事工程监理、工程经济

与技术咨询、工程招标与采购

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以及

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业

务。 

香港测量师注册

管理局注册的产

业测量组别的专

业测量师 

根据不同专业组别，从事

产业测量相应工程领域工

作。 

房地产估价师 
开展与其聘用单位业务范围相

符的房地产估价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