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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人社职〔2020〕18号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0

年度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0年度高级经

济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函〔2020〕59号）

精神，现将我市 2020年度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能力测评要求。从今年起，实务、研究类高级经济

师申报人员，需参加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组织的高

级经济师实务考试，并取得有效考试成绩合格证明。考试成绩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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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国家合格标准的 5年内有效，考试成绩达到省合格标准的

3年内有效。2020年前通过省高级经济师业务考试合格人员，

自考试通过之日 3年内申报继续有效。决策类申报人员不需要

参加高级经济师实务考试。

（二）专业理论要求。对申报人员在工作中撰写的专项调

查报告、经济分析报告或重大项目的立项研究报告，可视同论

文要求。但报告的真实性，须由申报人员本人和推荐单位提供

诚信承诺。经济中评委推荐和高评委评审中，将组织专家对申

报人员提交的报告或论文的专业性、实用性、创新性进行水平

评价，确保把好评审质量关。

（三）继续教育要求。决策类高级经济师申报人员可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至少选择参加一期“企业家能力提升高级研修

班”（具体班次见附件 7），同时需提供近五年（2016-2020年）

继续教育学习情况（每年不少于 18学时）；实务类、研究类高

级经济师申报人员需提供近五年（2016-2020 年）继续教育学

习情况（每年不少于 18学时，其中 2020年度不少于 90学时）。

申报人员在提交申报材料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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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系统（网址：

http://zjjx.zjhrss.gov.cn/）”进行补学。

（四）其他申报条件。其他申报条件按照《浙江省高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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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师资格评价条件》（浙人社发〔2014〕99号）规定执行。申

报人员资历计算时间截止到 2020年 12月 31日，业绩等相关材

料截止时间为 2020年 6月 30日。

二、申报程序和形式

从今年起，高级经济师评审统一实行网上申报。通过个人

申报、单位审核、经济中评委推荐等程序上报省高级经济师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一）个人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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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管理服务平台”，网

址：https://zcps.rlsbt.zj.gov.cn）进行申报，并上传相关材料，个

人对填报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

（二）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人员业绩

档案信息和职称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负责。各单位对申报人员基本情况和业绩材料在

本单位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情况在填写审核意

见时录入管理服务平台。

（三）经济中评委推荐。申报人员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登

录管理服务平台进行材料接收、审核后，由绍兴市经济专业人

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推荐工作

（网址：https://zcps.rlsbt.zj.gov.cn/028/login.jsp）。

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法人

https://zcps.rlsbt.zj.gov.cn/028/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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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账号相同，自行注册；有关主管部门账号由省里统一分配。

具体申报办法、审核操作办法详见附件 1、2。

三、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内容

纸质材料：所有申报人员均需提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表》（一式 3份，A4纸打印），通过管理服务平台在线填

报后打印，并加盖各级管理部门公章。

其他材料需在管理服务平台在线填报：除业绩档案库需完

善的资料外，还需填报或上传以下材料，包括：

1．《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事业编制人员填

报）；

2．继续教育证明（未在省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系统登记的需

提供）；

3．专业理论证明材料。包括专项调查报告、经济分析报告

或重大项目的立项研究报告，注明所有参与起草人及排名，或

提交已发表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 2至 3篇；

4．《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破格申

报对象填写）；

5．《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直接申报

对象填写）；

6．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料（直接申报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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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筑工程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经当地统计局确认的企业近三年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

8．房地产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经当地统计局确认的企业近三年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

9．交通建设工程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

印件；

10．矿山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企业

证明，当地国土部门出具能反映企业近三年年均开采量的证明

材料；

11．金融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法人金融机构营业执照

复印件；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出具的银行类分支机构上年末

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0亿元（含）以上、所在地或上一级证监

业协会、期货业协会出具的证券期货公司分支机构上年证券期

货交易量达到全省证券期货营业部平均交易量水平（含）以上、

所在地或上一级保险业协会出具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上年产险

保费收入达 2000万元（含）以上和寿险保费收入达 1亿元（含）

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

12．其他类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为本企业作出较大贡

献，企业近 3年平均年缴税在 500万元以上（税务部门出具，

需分别注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盈利情况，或年销售收入

5000万元以上、净资产收益率在 6%以上，或近 2年内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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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进入本行业（大类）前 10位相关证明材料；

13．所有企业决策类申报对象应提供审计师事务所或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近 3年的企业审计报告、企业资产负债表、企

业损益表，应包含企业近三年盈利增长情况、上年度纳税情况

（也可由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申报人员持有企业股份情

况，并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由注册地所在工商

行政部门出具的验资报告、个人上年度纳税额。

（二）材料申报要求

1．正常申报对象

申报材料内容中的第 2—3款，其中，企业决策类正常申报

人员还应提供下列证明：

（1）企业近三年盈利增长情况；

（2）企业 2019年度纳税情况；

（3）个人持有企业股份情况；

（4）个人 2019年度纳税额；

（5）企业近三年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和缴纳社保情况。

前四项应通过合法合规的审计报表或纳税证明进行说明，

作为申报人能力业绩的重要参考指标。第五项由当地人力社保

部门负责核查，如有拖欠工资情况将取消其申报资格。

2．破格申报对象

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2—4款，企业决策类还应提交第 1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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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3．直接申报对象

（1）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2、3、5、6款；

（2）符合直接申报第一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

料；

（3）符合直接申报第二条所在企业符合条件的相关证明材

料：

①建筑工程企业：包括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7和 13款；

②房地产企业：包括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8和 13款；

③交通建设工程企业：包括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9和 13款；

④矿山企业：包括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10和 13款；

⑤金融企业：包括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11和 13款；

⑥其他类企业：包括申报材料内容的第 12和 13款；

（4）符合直接申报第三条

①符合第 1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②符合第 2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③符合第 3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④符合第 4项及相关证明材料。

四、其他要求

（一）事业单位应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高级经济

师职务评聘工作，并按要求上传《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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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

（二）2018、2019年度连续参加省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委员会评审未通过的人员，暂停 2020年度申报资格。从

事财务会计或经济研究的人员，原则上应参加会计、审计或社

会科学研究系列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请各地各部门严格把关。

高评委将对此类申报人员严格控制通过率。

（三）进入高评委评审的对象，还需参加专家面试答辩，

面试答辩主要考察经济专业理论知识及经营管理工作能力。面

试答辩成绩作为评审的重要依据之一，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高评委办公室只核对材料，不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

审查。对各类证书、证明材料、业绩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审核，

相关报表和纳税数据的采集均由各市和相关推荐单位负责。如

在高评委评审中发现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再补充材料，

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及推荐单位负责。

（五）注意申报时间，系统上申报截止时间是指用人单位

审查推荐截止时间，即 10月 15日（用人单位须在 10月 15日

24点之前的 5个工作日进行公示；若用人单位未公示 5个工作

日，系统会自动识别，不予提交），各区、县（市）和市直单位

申报对象的纸质材料由各受理单位（附件 8）于 10月 17日提

交绍兴市人力社保局专技处，逾期将不予受理。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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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与材料审核咨询联系电话： 0575—85224188、

81503329；

地址：越城区曲屯路 368号人社大楼 1318室

附件：1．申报人员网上申报办法

2．用人单位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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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5．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

6．期刊目录

7．2020年度“企业家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8．受理单位联系电话和材料接收地址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 8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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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人员网上申报办法

申报人员注册、填写、上传的所有内容必须真实规范。网

上申报具体程序如下：

1．完善个人信息和业绩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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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个人基本信息和业绩档案，提

交所在单位审核，审核通过后方能开始申报。

2．职称评审申报。申报人员选择“2020年度高级经济师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计划”，点击“马上申报”，按要求提示认真填写

申报信息。

3．证件照维护。系统自动采集申报人员二代身份证件照片，

核对无误请确认并点击“下一步”，如默认照片拍摄时间较早、

容貌变化较大的，根据提示上传白底证件照，格式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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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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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在线签署《专业技术

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要求字迹清晰。

5．信息录入。按要求录入各项申报信息，并根据所属关系

提交对应的受理点审核。其中“本人述职”栏目主要填写个人主

要业绩内容，字数控制在 10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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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取业绩材料。按要求从个人业绩档案库中提取任现职

以来的相关业绩内容，要求突出代表性，不宜过多过杂。

7．上传附件。根据实际情况上传相关附件。主要包括：《事

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岗位信息表》（适用于事业编制人员）、《省

外缴纳社保证明》（系统已自动提取的人员无需提供）。其他相

关附件如下：

（1）企业主要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料（直接申报对象提供）；

（2）建筑工程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

件，建筑施工企业的对象提供经当地统计局确认的企业近三年

建筑业行业统计报表；

（3）房地产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经当地统计局确认的企业近三年房地产开发统计报表；

（4）交通建设工程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企业资质证书

复印件；

（5）矿山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省级以上绿色矿山企业

证明，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出具能反映企业近三年年均开采量的

证明材料；

（6）金融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法人金融机构营业执照

复印件；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出具的银行类分支机构上年末

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0亿元（含）以上、所在地或上一级证监

业协会、期货业协会出具的证券期货公司分支机构上年证券期

货交易量达到全省证券期货营业部平均交易量水平（含）以上、

所在地或上一级保险业协会出具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上年产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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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达 2000万元（含）以上和寿险保费收入达 1亿元（含）

以上的相关证明材料；

（7）其他类企业直接申报对象提供：为本企业作出较大贡

献，企业近 3年平均年缴税在 500万元以上（税务部门出具，

需分别注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盈利情况，或年销售收入

5000万元以上、净资产收益率在 6%以上，或近 2年内本企业

销售收入进入本行业（大类）前 10位相关证明材料；

（8）所有企业决策类申报对象应提供审计师事务所或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近 3年的企业审计报告、企业资产负债表、企

业损益表，应包含企业近三年盈利增长情况、上年度纳税情况

（也可由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申报人员持有企业股份情

况，并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及由注册地所在工商

行政部门出具的验资报告、个人上年度纳税额。

申报人员确认信息无误后，提交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导

出申请表公示版，在单位内部全信息公示后填写推荐意见完成

资格审查。

8．缴纳费用。申报材料经各经济中评委和省高级经济师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核通过，收到 12333短信提示

后，登录管理服务平台分别缴纳中评委推荐费和高级职称评审费

用。

9．报送评审表。中评委推荐费缴纳成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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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盖章后报送所属经济中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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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用人单位及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法人登陆账号

相同，有关主管部门和人力社保部门的账号由省里统一分配。

具体审核办法如下：

一、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1．登录管理服务平台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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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击“用人单位登录”——“法人登录”后，进行注册。（不推荐使用

“电子营业执照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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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审核。注册完成后，登录管理服务平台。首次登录用

户，需下载打印用人单位委托证明，加盖单位公章后上传 PDF扫

描件，提交管理服务平台审核，审核通过会收到 12333短信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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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绩档案审核。用人单位登录管理服务平台后，会显示

需要审核的业绩档案资料和职称申报申请。点击“业绩档案审

核”，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信息和相关业绩档案进行审核。点

击“职称申报资格审查”，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信息进行审查。

注意：申报人员的业绩档案未完成审核前，无法进行职称申报。

4．申报资料审核。单位逐条逐项对申报人员的职称申报信

息进行审查，如发现资料提供不全，信息有误等，及时退回修

改；审核无误后，点击“通过”按钮，并填写审核通过意见。并

录入对申报人员的业绩公示情况和审查意见，提交所在地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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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审核。

二、各级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1．申报人员所在地主管部门登录管理服务平台（网址：

https://zcps.rlsbt.zj.gov.cn/028/login.jsp），点击 “申报业务管

理”——“职称评审资格审查”，进行资料审查。

2．首先点击“收费设定”，对管理服务平台默认的“收费”选

项进行更改。原则上，地方主管部门除召开中评委会议需收取

“中推高评审费”外，其他审核环节均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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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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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料提供不完整、有误的人员，点击“退回”并注明需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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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区、县（市）申报人员信息审查通过后，提交区、县（市）

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区、县（市）人力社保部门按照上述操作

步骤进行审核推荐，提交到所属经济中评委。

市直单位申报人员信息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提交到绍

兴市经济中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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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中评委资格审查通过后提交到设区市人力社保部门

审核，审核通过后由经济中评委进行评审推荐。

6．经济中评委评审通过后，推荐到省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并将推荐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表》（一式 3份，A4纸打印），完善经济中评委意见并

加盖公章后报送省人才市场（地址：杭州市古翠路 50号）。经

省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查通过的申报

人员，收到 12333短信提示后进行高级职称评审费用缴费。

三、审查注意事项

1．用人单位必须本着对申报人员负责、对单位负责的态度，

认真及时对所在单位申报人员的基础信息、相关业绩档案的真实

性、准确性进行审核，并将申报人员业绩材料以适当方式进行不

少于 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情况在填写审核意见时录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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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职，对用人单位推荐的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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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仔细审查，重点审查申报人员资历、年度考核、继续教

育以及事业编制人员评聘结合等条件，对不符合申报条件人员

不得提交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对不符合要求且模糊不清的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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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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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部

门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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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专业工作年限

何年何校

何 专 业

毕 业

现聘任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时间

破格推荐何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简

历

破格

推荐

理由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厅、局）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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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直接推荐高级经济师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经济专业

工作年限

最后学历
何年何校

何专业毕业

简

历

直接

推荐

理由

所在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厅、局）人事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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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期 刊 目 录

一、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的期刊。

二、具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期刊。

三、具有省准印证号“浙内准字”的期刊目录如下：

序号 刊 物 名 称 准印证号 主 办 单 位

1 浙江农村金融 浙内准字第 O009 省农行

2 浙江现代农业 浙内准字第 O014 省农业厅

3 浙江财税与会计 浙内准字第 O024 省财政厅

4 浙江审计 浙内准字第 O025 省审计厅

5 发展规划研究 浙内准字第 O057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6 浙江税务 浙内准字第 O058 省地方税务局

7 浙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浙内准字第 O088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8 浙江工商 浙内准字第 O093 省工商业联合会

9 浙江税收 浙内准字第 O097 省国家税务局

10 浙江工商行政管理 浙内准字第 O100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浙江建设 浙内准字第 O14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2 浙江渔业 浙内准字第 O156 省海洋与渔业局

13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浙内准字第 O161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14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浙内准字第 O168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15 浙江国资 浙内准字第 O176 省国资委

16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浙内准字第 O182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注：本目录为提交论文的基本条件，论文内容仍需经专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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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0 年度“企业家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

高研班名称 申报单位
经费

来源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转型升级区块链

技术应用

浙江合众法律科技

智能研究院
资助 邢 盈

0571-88055083
13606643877

企业技术创新与智能

制造
浙江工业大学 资助 王炳忠 0571-88320750

智能制造与现代制造

业深度融合

台州慧谷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资助 郭美萍

0576-88602598
18968680066

金融风险防控 宁波市人才培训中心 资助 张良辉 13736170069

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资助 马 丽 0571-88897220

非常态下战略管理的

思维变革

浙江外服国际教育

培训中心
资助 陈鄢佩

0571-87253633
18267183300

新格局下企业家文化

素养与创新精神提升

浙江省继续教育院

（浙江省继续教育

协会）

资助 周灵剑 0571—88394289

打造数字经济时代的

学习型组织
浙江省人才市场 资助

张 怡

王晗晞
0571-88370954
0571-88394460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

战略能力提升

嘉兴市人力资源管

理师协会
资助 金钟声

0573-82093857
13605736821

区块链及与数字经济
浙江邮电职业技术

学院
自费 马 丽 0571-88897220

联系人：省人事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王 瑾 罗栋良

联系电话：0571-88397775 0571-8839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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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受理单位联系电话和材料接收地址

序号 单位 所在部门 电话 受理范围 地址

1
绍兴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专技处

85224188

81503329

市直单位申

报对象

越城区曲屯路

368号人社大楼

2
越城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人事管理科 88307199

越城区申报

对象

越城区北海街道

马臻路 45号

3
柯桥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科
84126032

柯桥区申报

对象

柯桥区纺都路

1066号公共服务

大楼

4
上虞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科
82818137

上虞区申报

对象

上虞区曹娥街道

嘉和路 168号

5
诸暨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技术与

职业资格管

理科

87035676
诸暨市申报

对象

诸暨市暨阳街道

永昌路 12号

6
嵊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科
83012837

嵊州市申报

对象

嵊州市剡城路

369号人力社保

大楼

7
新昌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人才综合科 86023080

新昌县申报

对象

新昌县鼓山中路

1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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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8月 1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