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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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县（市）人力社保局，市级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人社部和省人力社保厅关于在工程技术领

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精

神，根据相关政策规定，结合绍兴实际，现就我市实行技能

职业资格（技能等级）与工程专业技术职称互通认定通知如

下：

一、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技术职称

（一）范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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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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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工程师的，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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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报高级工程师的，应获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4 年。

达到行业继续教育规定学时一般是指，2019 年前（含）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每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应不少于 18 个

学时；2019 年以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每年度继续教育

学时应不少于 90 个学时，详见《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学时管理办法（试行）》（浙人社发〔2016〕63 号）。

技能培训学时（以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出具的培训记录为准）

视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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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业人员参评互通应符合事业单位评聘管理的规定。在

绍中央、省属企业人员按原渠道申报。

（三）参评流程

参评对象对照《绍兴市技能职业资格申报工程专业技术

职称适用职业（工种）及专业指导表》（附件一），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相对应的工程序列：

1．参评助理工程师的，申报材料经主管部门审核后，

报当地人力社保部门，由其设立的“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初级）评审委员会”，组织开展评审；

2．参评工程师的，申报材料经主管部门和当地人力社

保部门审核后，报市人力社保部门，由其设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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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开展评审；



3．参评高级工程师的，申报材料经主管部门和当地人

力社保部门初审后，报市人力社保部门审核，送各专业中评

委办公室（或评委会所在部门）评审推荐；

4．参评正高级工程师的，根据当年度省人力社保厅部

署文件要求执行。

（四）组织评审

坚持把职业道德放在评审的首位，以职业能力和工作业

绩评定为重点，注重评价高技能人才执行操作规程、解决生

产难题、完成工作任务、参与技术改造革新、传技带徒等方

面的能力和贡献，把技能技艺、工作实绩、产品质量、技术

和专利发明、科研成果、技能竞赛成绩等作为评价条件。淡

化对高技能人才申报评定职称时的论文要求，注重对其能

力、贡献、业绩等的评价。

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初级、中级

评审委员会要单独制定体现技能人才职业特点的量化评价

标准，开展互通助理工程师、工程师评审；各工程系列专业

中评委应在原有量化测评办法中增加技能评价内容和权重，

有条件的可单独针对制定量化评价标准，确保客观公正，把

优秀高技能人才推荐参评高级工程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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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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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世界技能大赛银牌铜牌获得者，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

才培养工程中入选“杰出技能人才”的人员，可直接申报高

级工程师；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人员，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

二、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一）范围对象

在技能岗位工作的我市企事业单位在职专业技术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专业技术人才取得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

称后，累计工作年限达到职业技能评价申报条件的，可分别

申请参加与现岗位相对应职业（工种）的高级工、技师、高

级技师职业技能评价，合格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对累计工作年限，按相应职工（工种）的职业标准确定，

一般按以下原则确认：

申请高级工的，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或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申请技师的，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或具有大专本专业（相关专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或具有本科及以上本专业（相关专

业）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申请高级技师的，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三）参评流程

参评对象对照《绍兴市工程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技能职业

资格适用职业（工种）及专业指导表》（附件二），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相对应的职业（工种）：

1．参评高级工、技师的，向全市各对应职业（工种）

技能鉴定服务点（附件三）提交申请，参加鉴定；

2．参评高级技师的，定期向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提交

申请，由其统一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四）组织鉴定

对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专业技术人才，均应参加相关职

业（工种）的技能操作考核。对具有所申报职业（专业）或

相关职业（专业）毕业证书的，可免于理论知识考试。

三、其他事宜

在工程技术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

发展贯通，是当前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一项重大举措，

对拓宽人才发展空间，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提高技术技能人

才待遇和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实施，确保落地生效。

（一）做好前期各项准备。要抓紧设立相关初、中级评

委会，设计量化评价标准，明确具体操作流程，落实专门工

作力量，畅通申报参评渠道，为贯通开展打实基础。



（二）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要认真学习传达贯通政策精

神，领会把握政策要点；要广泛开展宣传解读，引导广大技

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积极参与和支持贯通工作。

（三）做好工作总结改进。要及时总结贯通试行经验，

对存在问题认真分析研究，加强沟通协调，有针对性地改进

完善。上述意见自 2019 年 10 月 15 日起实施，贯通适用职

业（工种）及专业指导目录实行动态调整。各地遇情况请及

时与市人力社保局联系。

高技能人才参评工程技术职称：

联系处室：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联系人：许春峰，联

系电话：85224188，电子邮箱：sxszjc2018@163.com。

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联系处室：职业能力建设处，联系人：章瑢，联系电话：

81503237，电子邮箱：sxrlsb@126.com；

联系单位：市职业技能开发指导中心，联系人：朱建坤，

联系电话：81503337，电子邮箱：263805422@qq.com。

附件：1．绍兴市技能职业资格申报工程专业技术职称

适用 职业（工种）及专业指导表

2．绍兴市工程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技能职业资格

适用职业（工种）及专业指导表

3．全市互通所涉职业（工种）技能鉴定服务点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 年 9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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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绍兴市技能职业资格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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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工程 能源的开发、转换、输送、利用等领域相关专业 锻造工、铸造工、贵金属冶炼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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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茶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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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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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业工程 林业 林木种苗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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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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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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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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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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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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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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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设计员、制图员、维修电工

13 黄酒工程 黄酒酿造 黄酒酿造工、品酒师

注：此表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附件 2

绍兴市工程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技能职业资格适用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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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工、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机床装调维修工、模具

工、车工、铣工、钳工、磨工、冲压工、电切削工、制冷工、汽车维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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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楼宇管理员

3 能源工程 能源的开发、转换、输送、利用等领域相关专业 金属热处理工、铸造工、锻造工

4 轻纺工程 轻工、造纸、纺织、丝绸、化纤、印染、家具、皮塑、食品等 手工木工、评茶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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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操作工、眼睛验光员、眼镜定配员、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6 医药工程 医药工程、生物制药 有害生物防制员

7 安全工程 安全工程 安全评价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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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工、混凝土工、钢筋工、砌筑工、架子工

注：此表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附件 3

全市互通所涉职业（工种）技能鉴定服务点

序号 鉴定所站或定点培训机构 职工（工种） 等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绍兴市公共实训基地）
车工、铣工、电工、钳工、焊工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谢立春 13735241890
汽车维修工、模具工 高级工

2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电工、车工、铣工、汽车维修工、钢筋工 高级工 陈 峰 88054086

3 绍兴中等专业学校（绍兴市教育培训学校）
焊工、电工 高级工、技师

王 苑 13867552270
电梯安装维修工 高级工

4 绍兴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电工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韩 琳 13335858721

5 绍兴市交通职业学校
汽车维修工 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

田 欣 15068111673
焊工、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磨工 高级工

6 绍兴市越城区公共职业能力建设基地 汽车维修工、电工、车工、铣工、机床装调维修工、钢筋工 高级工 沈 龙 13858426646

7 绍兴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电工 高级工 罗小标 85128598

8 绍兴市教育培训学校 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焊工 高级工 孟建明 13989500721

9 绍兴市交通职业学校 焊工、电工、电梯安装维修工、磨工、汽车维修工 高级工 徐霖天 15088505660

10 绍兴市越城区一菩茶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评茶员 高级工 谢丽娟 13957595240

11 柯桥区人力资源培训指导中心 电工、焊工、钳工、车工、铣工、汽车维修工 高级工、技师 王 珏 84788080

12 柯桥区技工学校
电工、焊工、钳工、车工、铣工、汽车维修工、

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空调系统安装维修工
高级工、技师 钟秋琴 85680305

13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车工、铣工、汽车维修工、钳工 高级工、技师 章晓春 18969525926

14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焊工、电工、车工、钳工、砌筑工 高级工、技师 冯天笑 18258070347

15 绍兴市上虞区舜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防水工 高级工 诸湖帅 82397067

16 诸暨技师学院职业技能鉴定所 电工、钳工、焊工、汽车维修工、车工 高级工、技师 韩 瑜 89079252

17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职业技能鉴定所 电工、汽车维修工 高级工 章 铭 18006677187

18 诸暨技师学院 电工、钳工、焊工、汽车维修工、车工 高级工、技师 寿益飞 89079393

19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电工、钳工、汽车维修工、车工 高级工 骆 云 13806748985

20 诸暨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电工、汽车维修工、钳工、车工 高级工 张叶峰 13282855218

21 嵊州市现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汽车维修工 高级工、技师

赵云高 83797112
手工木工、电工 高级工

22 嵊州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服务中心 电工、焊工、钳工、车工、数车、数铣 高级工、技师 钱立钢 83370776

23 嵊州市农民培训学校 评茶员 高级工 储建国 83003086

24 新昌技师学院 车工、钳工、焊工、电工、磨工 高级工、技师 俞升强 13306855055

注：此表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