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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人社职〔2020〕20 号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度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系列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级有关部门、单

位:  

根据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0 年

度职称改革工作的通知》（绍市人社发〔2020〕41 号）和《关

于做好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

业发展贯通工作的通知》（绍市人社发〔2019〕64 号）精神，

现就做好我市 2020 年度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工作通知如下： 

一、范围对象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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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技术领域生产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具

有较高技能水平、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具有一定业绩的我

市企事业单位在职技能劳动者。 

二、申报条件 

参评对象应符合我市相应专业工程技术职称评价规定

的基本条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高级工

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在现工作岗位上近 3 年年

度考核合格，达到行业继续教育规定学时，同时符合以下条

件： 

1．申报助理工程师的，应为获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2 年的市本级企事业单位

技能人才； 

2．申报工程师的，应为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3 年的全市各企事业单位技能人

才。 

技能工作年限计算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直报申报 

对在生产一线工程技术岗位从事技能工作，具有高超技

艺技能和取得突出业绩的，可直接申报相应工程技术职称评

审。 

浙江省技术能手、省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名、省级二类

技能竞赛前三名的人员，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

工程中入选“优秀技能人才”的人员，可直接申报助理工程

师，专业对口的，可直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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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省首席技师、全国技术

能手，获得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前五

名、国家级二类技能竞赛前三名，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

人才培养工程中入选“拔尖技能人才”的人员，绍兴市突出

贡献高技能人才，可直接申报工程师，专业对口的，可直接

认定。 

四、继续教育要求 

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申报的必备条件，申报助理工程

师的，须提供近2年（2019-2020年）一般公需科目培训且每

年不少于18 学时，申报工程师的，须提供近3年（2018-2020

年）一般公需科目培训且每年不少于18 学时，申报人员可

通过“绍兴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网址：

http://220.191.224.159/elms/web/index.jsp）学习。 

五、学历认证要求 

2001年以后取得国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申报人员，可自

动提取相关信息；2001年以前及不能自动提取的，须上传学

历学位证书。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

师）的毕业证书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评

审相应专业职称。 

六、事业单位评聘结合 

事业单位申报应在核定的专技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根

据空缺岗位数和工作需要，在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推

荐参加评审，并在单位内进行公示，申报人员须提供《事业

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并经主管部门和人力社保



— 4 — 

 

部门审核。 

七、社保证明要求 

申报对象原则上须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一年以上，

且当前处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根据浙人社发〔2019〕21号

文件要求，本省内申报人员无需再提供社保缴纳证明，由系

统自动获取人力社保部门相关数据。如在外省交纳社保的申

报人员，需由个人提供并上传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 

八、收费标准 

申报助理工程师需缴纳评审费 100 元，申报工程师需要

缴纳评审费 180 元。 

联系处室：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联系人：韩伟斌，联

系电话：85224992。 

 

附件：1．申报人员网上操作办法 

      2．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3．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 

4．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系列职称评价标准 

5．绍兴市技能职业资格互评认定工程专业技术 

职称适用职业（工种）及专业指导表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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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人员网上操作办法 

 

申报人员注册、填写、上传的所有内容必须真实规范。

否则，后果自负。网上申报具体程序如下： 

一、完善个人信息和业绩档案库 

申报人员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

审管理服务平台(网址：https://zcps.rlsbt.zj.gov.cn)后，分别点

击进入“个人基本信息”和“我的业绩档案”菜单，完成有

关内容填写和资料上传，经检查无误后，点击“保存”（具

体操作详见平台首页的《个人用户操作手册》）。 

1．“我的业绩档案”保存后需经用人单位审查通过后才

可在申报时提取。 

2．若本单位初次使用本平台，需先由单位人事负责人

注册用人单位账号，登录并通过本平台提交授权委托证明，

绑定单位名称后，本单位申报人员才可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现工作单位名称”信息。 

二、职称申报 

申报人员进入“用户中心首页/中级职称评审”，选择

“2020 年绍兴市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工作计划”，查看所有要求后，点击最下方的“马上申报”，

进入职称评审申报页面： 

1．上传证件照。照片用于制作职称电子证书，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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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要求将无法通过审核。照片格式应为 1 寸、2 寸白底证

件照，JPG 或 JPEG 格式，文件大于 30K 且小于 1M，大于

215*300（宽*高）像素，照片宽高比大于等于 0.65 且小于等

于 0.8。上传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个人承诺页面。 

2．签署个人承诺。申报人员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性

负责并作出承诺，扫描页面上的二维码，在线签署《专业技

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字迹要求清晰，签署成功

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填写申报信息”页面。 

3．填写申报信息。按要求填报各项申报信息，其中“本

人述职”内容为专业工作业绩情况（限 1000 字以内），并根

据用人单位所属关系选择相应的“受理评审委员会”。然后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相关业绩”页面。 

（1）技能人才申报选择“正常申报”，并上传佐证材料； 

（2）若选择“标志性业绩直接申报”，需填写标志性业

绩具体内容，并上传佐证材料。 

4．选择相关业绩。根据评审要求，从个人业绩档案库

中提取相应业绩材料。工程业绩材料要求突出专业代表性，

不宜过多过杂，集体项目须提供本人系主要贡献者依据。完

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相关附件”页面。 

5．上传相关附件（扫描件）。根据评审工作计划要求，

上传以下附件： 

（1）继续教育学时登记证明； 

（2）省外社保缴纳证明（适用于近 1 年内有省外社保

缴纳记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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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资质证明； 

（4）年度考核情况（申报助理工程师提供近 2 年，申

报工程师提供近 3 年）； 

（5）学历证书及认证材料（适用于学信网上无法查询

学历信息人员）。 

所有附件确认上传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预

览确认提交”页面。 

6．确认申报信息。预览所有申报信息无误后，点击“提

交”，由所在单位审核并报绍兴市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级）评审委员会。 

7．经资格审核通过后，申报人员进行网上缴费，并在

管理服务平台中导出《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

式 3 份，A4 纸打印）及《评审对象资格审查花名册》（一式

3 份，A3 纸打印），经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等盖章后报送中

级评审委员会，地址：绍兴市越城区曲屯路 368 号市人力社

保局 1313 室，韩伟斌，85224992。 

8．个人申报截止时间 2020 年 11 月 20 日，单位审核提

交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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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用人单位自行注册账号，有关主管部门和人力社保部门

需按照统一分配的账号，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对申报人员的信息进行审核和报

送。具体操作办法如下： 

一、用人单位网上审核操作办法（具体操作详见平台首

页的《用人单位操作手册》） 

1．登录系统。注册并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https://zcps.rlsbt.zj.gov.cn)，系统

会显示需要审核的业绩档案信息和职称申报申请。 

注：如首次登录，需先提交授权委托证明，系统审核通

过后，单位经办人员会收到 12333 短信提示。 

2．业绩档案审核。点击“业绩档案审核/具体姓名”，查

看该专业技术人员的业绩详情并审核。 

注：申报人员的业绩档案未经所在单位审查通过前，无

法进行职称申报。 

3．申报资格审核。点击“职称申报资格审查/具体姓名”，

查看该申报人员详细申报信息，不具备申报资格的，点击“不

通过”并说明理由；资料提供不完整或有误的，点击“退回”

并说明理由；符合申报条件的，点击“通过”按钮，并填写

审核通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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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格公示并报送。确定所有申报人员审查通过后，

导出公示表，将申报人员业绩以适当方式进行不少于 5 个工

作日的公示，确认无意见后，报送所在地主管部门审查。 

二、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评委会（受理点）登录管理服务平台（网址：

https://zcps.rlsbt.zj.gov.cn/028/login.jsp），完成相关资格审查

工作。 

（一）申报人员所在地评委会（受理点）登录申报系统，

点击“申报业务管理/职称评审资格审查”，对申报人员的材

料进行审查。 

1．点击“收费设定”。 

2．点击“待审查”，对用人单位推荐的申报人员进行资

格审查：对不具备申报资格的人员，点击“审查不通过”并

说明理由；对资料不完整、有误的人员，点击“退回修改”

并说明需完善的内容；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点击“审查

通过”并签署审查意见。 

3．所有申报人员审查通过后，点击“审核推荐”，提交

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审查。 

（二）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按照上述操作步骤进行审核推

荐，并提交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 

（三）中评委会议结束后，中评委办公室及时将评审结

果报市人力社保局，由市人力社保局发文并发放电子证书。 

三、审查注意事项 

1．用人单位本着对申报人员负责、对单位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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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及时对本单位申报人员的基础信息、相关业绩档案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等产生的不

利影响由个人和推荐单位负责。 

2．各级管理部门应当认真履职，对用人单位推荐的申

报材料进行仔细审查。如学历、资历、年度考核、继续教育

学时等必备资格条件。对不符合要求或模糊不清的电子材料

应退回要求重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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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 

单位

专业

技术

岗位

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编 制 数  专业技术岗位总数  

岗位 

 

情况 

等级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及未定级 总数 

核准比例     — 

核准人数      

实聘人数      

空缺情况      

单位

专业

技术

岗位

竞聘

结果 

2020 年我单位共推出    个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个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个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经考核竞聘，确定聘任的在编人员中    人已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直接办理聘任手续，      人目前不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同意推荐参加评审，并承诺在取得职务任职资格后，按规定及时聘任。拟聘任人员中不具

有相应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名单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现有专业

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 

聘任专业 

技术职级 
聘任时间 

在聘岗位 

等级 

推荐申报 

职称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 

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

社保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该表格为事业单位推荐在编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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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系列职称评价标准 

项 目 分值 评  分  内  容 

个人    

资历 

（20分） 

学历 5 本科及以上学历 5分，大专学历 4分，中职及以下学历 3分；                                                       

任职  

年限 
15 

任职资历满足申报条件得 5 分，每超过一年加 1 分，最多不超

过 15分。 

业务    

业绩和

成果 

（50分） 

履行

岗位

职责

能力 

10  

1、承担重要技术工作，工作责任重大得 9-10分； 

2、承担比较复杂的技术工作得 7-8分；                                                 

3、承担一般性的技术工作得 5-6分。 

工作  

业绩 
30  

1、解决过重大技术难题 26-30分； 

2、解决过关键技术难题 21-25分； 

3、解决过复杂技术难题 16-20分；                                              

4、解决过一般技术难题 11-15分。                                                           

专利、

规范

制定 

10 
1、发明专利 5分/项，实用新型专利 3分/项，取前 5名； 

2、规范、标准制定 5 分/项，取前 5名 。 

指导 

能力 

（10分） 

论文

或教

材 

5 
1、单位内部交流或公开发表论文的酌情得 1-5分； 

2、参与开发职业技能培训教材、题库编写的酌情得 1-5分。 

培训  

指导 
5  

1、在各种学习活动中承担授课、指导的酌情给分； 

2、根据培养、传授徒弟的人数，徒弟技艺水平、比赛情况酌情

给分。 

荣誉 

与奖励 

（20分） 

奖励 15  

1、技术革新项目获奖：获得省、部级奖励得10分；市、厅级奖励得8

分；获得县级奖励得6分； 

2、参加技能竞赛获奖：获得省级一类（及以上）竞赛前 10名，

二类竞赛前 5名，得 5分；获得市级一类竞赛前 10名，二类竞

赛前 5名，得 4分；获得县级一类竞赛前 10名，二类或大型企

业内部竞赛前 5名，得 3分； 

3、个人获得荣誉证书：省部级及以上得 10分，市厅级的 8分，

县级 6分。                                         

年度  

考核 
5 年度考核全部称职得 3分，一次优秀加 2分。  

合计 100 各项均考核任现职以来的情况，每项最高得分不得超过标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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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绍兴市技能职业资格互评认定工程专业技术职称适用职业（工种）及专业指导表 
序

号 
工程系列 专业 职业资格 

1 
机电制造工

程 
机电技术研究、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工艺）、系统
集成（工程）、技术服务 

钣金工、车工、电焊工、电机嵌线工、电力电缆安装工 、电气设备安装工、电梯安装维修工、电线电缆制造工、
电子设备装接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工具钳工、管道工、管工、焊工、机械设备安装工、机修钳工、加工中心
操作工、模具设计师、磨工、刨（插）工、汽车维修工、钳工、数控车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数控铣工、镗工、
维修电工、铣工、线切割工、制冷设备维修工、轴承装配工、装配钳工 

2 
信息技术工

程 
信息技术（技术开发、应用电子、信息安全、系统
集成） 

电子计算机调试工、智能楼宇管理员、计算机（微机）维修工、计算机操作员、无线电调试工 

3 轻纺工程 
轻工、造纸、纺织、丝绸、化纤、印染、家具、皮
塑、食品等 

包装工、包装设计师、裁剪工、茶叶加工工、平茶员、灯具装配工、电脑绣花工、纺丝工、纺织面料设计师、纺织
染色工、纺织纤维检验工、缝纫工、服装包装工、服装裁剪工、服装缝纫工、服装检验工、服装设计定制工、服装
整烫工、服装制作工、合成革制造工、横机挡车工、化纤后处理工、家用纺织品设计师、染色机挡车工、染色师、
染纱挡车工、伞制作工、食品检验工、塑料挤出工、塑料注塑工、烫印工、绣花挡车工、印花工、印前制作员、印
染后整理工、印染洗涤工、造纸工、针纺织品检验工、整经工、织布挡车工、织布工、织造工、竹制品加工工、手
工木工 

4 石化工程 石油和化学工业工程技术类专业或相近专业 
化工工艺试验工、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工、染料分析工、橡胶硫化工、天然橡胶生产工、橡胶配料工、硫酸生产
工 

5 林业工程 林业 林木种苗工 

6 
自然资源工

程 

地质、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探矿、物化探、测试、
土地工程、规划、测绘与地理信息、海洋工程、海
洋技术 

测量放线工、工程测量工 

7 
环境保护工

程 
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与研究、检测与分析、工程与咨
询 

废水处理工、水质检验工、污水处理工、净水工 

8 
交通运输工

程 
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交通船舶工程 公路养护工 

9 
质量技术基
础工程 

质量、计量、标准化、特种设备、本系统食品工程 叉车司机、眼镜定配工、眼镜验光员、锅炉操作工、起重工 

10 医药工程 医药工程、生物制药 
发酵工程制药工、药剂员、药物检验工、药物配料制粒工、药物制剂工、硬胶囊剂灌装工、有机合成工、制剂及医
用制品灭菌工、化学合成制药工 

11 建设工程 

1、建筑工程管理、建筑材料、风景园林、工程造价、
城市燃气工程、白蚁防治、建筑机械、工程测量等
专业；2、岩土工程、给排水、暖通工程、建筑工程
（施工）、建筑电气/建筑智能化、建筑装饰、市政
道路（桥梁）等施工专业。 

钢筋工、架子工、砌筑工、园林绿化工程技术人员、砖（瓦）生产工、涂装工、瓦工、花卉工、花卉园艺工、绿化
工、盆景工、景观设计师、室内装饰设计人员、制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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