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经济和信户化局文件
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同

绍市经信 (2019J 58 号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
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经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斤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浙经信人事 (2019J 143号)文件精神，

为做好我市 2019 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及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根据《关于做好我省正高级工程师职称评聘改革工作的通



知))(浙人社发 (2018 J 110 号) ，经省人力社保厅核准，省经

信厅设置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委员会，负责相应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评审范围包括:机电制造、信息技术、石化工程、轻纺工程、能

源工程、材料工程等专业，以及暂不具备设置正高级评审委员会

条件的专业。

本市企事业单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专

业技术人员中，现职从事工程技术、工程技术管理工作，任高级

工程师满 5 年，近 3 年考核合格以上(机电制造、信息技术专业

要求近 5 年考核合格以上) ，且满足其他申报条件的，可以申报

上述评审范围内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二、申报条件

石化工程、轻纺工程、能源工程、材料工程专业及其它专业

的申报条件仍然按照《浙江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资格评价条件

(试行)))(浙人社发 (2009 J 186号)执行。机电制造、信息

技术专业的评价条件另行公布。申报对象评审资历计算时间截止

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三、申报程序

申报评审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采用网上申报评审系

统，网上申报的同时一并报送纸质材料。各单位要组织好申报对

象的评议工作，在听取行业内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意见后，将审

核意见填入《推荐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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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质材料报送。各单位按照规定程序逐级上报，各区、

县(市)及市级有关单位的申报材料需经市经信局和人力社保局

审核，审核后报送省经信厅。对无主管部门企业的申报人员，可

通过其人事代理机构，经市经信局和人力社保局审核后报送省经

信厅。

(二)问上申报。网上申报材料要随纸质材料一并报送。申

报对象通过"申报服务系统"进行注册填报，经单位审核后按规

定流程报送;市、县人力社保部门，省、市主管部门，根据分配

的账号通过"管理服务系统"进行审核后，报送省经信厅。具体

报送要求详见附件 1、附件 2。

四、申报材料

(一)申报材料要求真实规范，书写清晰，手续齐全，装订

成册，并按规定程序送审。申报人员的《推荐正高级工程师职务

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等所有申报材料应在所在单位范围内

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申报对象和单位要对送

审材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完整性负责。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

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在评审前，将评审对

象基本情况和资格审查情况在省经信厅网站、浙江政务服务网上

公示 5个工作日。

(二)材料中的复印件必须完整、清楚，并由申报单位和市、

县(市、区)经信局、人力社保局核对原件，签署"核对无误"

的字样，由验证人签名，注明验证时间，加盖单位公章。学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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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获奖证书、聘书等原件审验后退还本人，无需递交至高评委，

评审结束后材料不再退还本人。

(三)报送材料具体要求见附件 3。请按规定的表格式样填

报，相关表格可在以下网站下载(网址:

http://jxjy.jxt.zj .gov .cn/iex UzgProj ecUindex.j sp )。

(四)申报人员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评审

资格，并从评审次年起 3 年内不得参加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已通过评审的，取消已经取得的任职资格。

五、其他要求

(一)事业单位实行评聘结合。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评审应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各事业单位

应根据核定岗位结构比例内的空缺岗位数和工作需要，公布年度

拟聘岗位数及岗位任职条件。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评价标准和具体

岗位任职条件，向单位申报竞聘，并作出竞聘履职承诺。单位要

结合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的年度考核情况，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竞

聘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和履职承诺，经集体研究，由单位在核定

的岗位结构比例内择优推荐参加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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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继续教育要求。根据浙经信人事 (2018 J 99 号文件精

神，自 2018 年起继续教育学习情况作为职称申报的必备条件。申

报人员每年度参加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90 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不少

于 60 学时，行业公需和一般公需科目不少于 18 学时。申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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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陆"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

记管理系统" (网址:h吐pÝJ树yjxt:zj.govαViext/zgProja:tfmdex.jsp )进行学时

登记。

(三)学历认证要求。对 2001 年以后取得的国内大专及以上

学历要核对《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申报对象注册

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打印)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

认证报告))(由"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出具) ，

经所在单位审核验证，由验证人签名，注明验证时间，加盖单位

公章。申报人员提交的国外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台地区的学历、

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

书》。

(四)破格申报、转评及评委会认为有必要参加面试答辩的

其他申报对象，需参加专家面试答辩，面试答辩时间另行通知。

(五)社保缴纳情况由个人承诺在先，各市、县(市、区)

人力社保部门负责审核各辖区内申报人员近三年社保缴纳情况，

申报人员无需再提供相关材料。

(六)评审费收取标准。根据省有关部门的规定，正高级职

称评审费 430 元/人。正高级评审费由各地区、县(市)经信局

统一代收，归集后打入绍兴市市级机关财务结算中心账号(请备

注"***区、县(市)正高级职称评审费及人数" )。账户:绍

兴市市级机关财务结算中心;账号: 19545201040000735-0036;



开户行:绍兴市农业银行广场支行。各申报单位将发票抬头随申

报资料一并上报市经信局。

(七)申报时限。各地请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将申报材料

收集审核汇总后报市经信局。

联系人:市经信局陈晨 88269860;

连庆炎 85156977;

市人社局许春峰 85224188

附件: 1. 申报对象网上申报办法

2. 各级主管部门网上管理操作办法

3. 申报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有关材料要求

4. 评审专业及材料接收时间安排

5. 材料报送流程图

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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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申报对象网上申报办法

申报对象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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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对象从以下网址下载相应表格(网址:

ht叫tt叩p:均/叫吵/jx叼JY予川.Jx川t司.g肝oV.cωn/iν叭/儿le口xtν/z苟gP阶ro叮iJe町ct叭/ind叫de阻X兀.扣pμ)。填写《推荐正高

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word 电子版)。

二、申报对象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服

务系统(网址: httψp:11扩/1川15.236.ω.191.川.1口34企:念圳8朋08创01危zcωs岱s/l几10吨gm肌.扣p，字母区分大

小写)进行个人申报注册。登录系统后点击"新建职称申报"，

填写个人申报简表，上传填写完整的《推荐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

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需转换为 PDF 格式)、其他附件材

料和个人免冠照片 Upg 格式，不大于 300 x 420 像素，不小于 200

x 280 像素，照片文件大小不超过 50KB) ，点击"保存

报职称管理"功能菜单中，点击"申报者姓名"，查看申报简表

和综合表，经检查无误后(尤其注意申报简表和综合表中"现从

事专业"是否一致) ，点击"附件下载"，将附件解压缩后打印

《推荐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及其他附件

材料(背景具有"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网上申报评审"水印，

无此水印的综合表一律不予接收) ;然后点击"报送单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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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权限和送审程序，点击下拉菜单中的单位名称，确定报

送单位(具体如下:县(市、区)属单位申报对象的报送单位选

择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市属单位申报对象的报送单位选择市主管

部门(与纸质材料报送单位一致，一般为市经信局) ，省属单位

申报对象的报送单位选择相应省级主管单位) ;最后，在"在报

职称管理"功能菜单中点击"报送" (需事先将纸质申报材料交

单位审核)。

三、纸质材料审核。单位对申报对象所有纸质材料进行审核，

并按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规定程序报送

相应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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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各级主管部门网上管理操作办法

县级人力社保部门、市经信部门和人力社保部门、省级单位

主管部门需按照统一分配的账号，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申报服务系统，对申报对象的信息进行审核;其他相关

部门直接对纸质材料进行审核。具体审核办法如下:

一、纸质和电子申报材料审核报送办法

(一)县(市、区)属单位。申报对象的纸质材料经单位初

审后提交到县(市、区)主管部门，经县(市、区)主管部门审

核后提交到当地人力社保部门;电子申报材料由申报对象直接报

送至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登录浙江省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服务系统，接收申报对象提交的

申报信息，审核汇总后与纸质材料一起报送市经信部门。市经信

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服务系统，接收

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审核汇总后与

纸质材料一起报送市人力社保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市人力社保部

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服务系统，接收市

经信部门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对申报对象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

后将纸质材料与电子材料一起提交到省经信厅。

(二)市属单位。申报对象的纸质申报材料经单位初审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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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到单位主管部门，并经单位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提交到市经信

部门;电子申报材料由申报对象直接报送到市经信部门。市经信

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服务系统，接收

申报信息，审核汇总后与纸质材料一起报送当地人力社保部门进

行资格审查。市人力社保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申报服务系统，接收市经信部门提交的电子申报材料，对申

报对象的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后将电子材料与纸质材料一起提交

到省经信厅。

(三〉元主管部门的企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委托人才交流

中心代理的，应通过人才交流中心申报，人事档案关系未委托人

才交流中心代理的，按属地管理原则直接向当地人力社保部门申

报。

二、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一)县(市、区)级人力社保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服务系统，点击"待接收申报材料/个人

报送材料'\审核并接收由申报对象提交的材料。然后点击"待

处理申报材料/待审批材料

签署审核意意、见;最后点击"待处理申报材料/待报送材料，\将

经审核的电子申报材料提交到市经信部门。

(二)市经信部门登录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

报服务系统，点击"待接收申报材料/单位上报材料"，审核并

接收由县(市、区)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的材料。然后点击"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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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报材料/待审批材料'\对申报对象的材料进行审核，并签

署审核意见;最后点击"待处理申报材料/待报送材料

审核的电子申报材料提交到市人力社保部门。市人力社保部门参

照上述程序审批后，点击"待处理申报材料/高评委设置"，在

下拉列表中选择"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委员会"，选中通过审核的申报对象，点击"网上送审"

提交到高评委。

三、审核注意事项

各级主管部门在审核电子材料过程中应注意与纸质材料的

比照核对，注意申报对象基本信息的一致性、准确性和网上照片

的清晰程度，尤其是申报简表、综合表、评审表和花名册中的"现

从事专业"应完全一致。对不符合报送程序和要求的电子材料一

律不予接收，并及时反馈下一级报送单位和申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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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报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
有关材料要求

一、市级人事职改部门报送材料

(一)市级人事职改部门开具的评审委托书 l份(省级无归

口主管部门的单位由其人事代理机构委托)。

(二) ((评委会评审对象花名册))(需盖章，以下简称《花

名册)))1份，同时提供 Excel 格式电子文档。

二、申报人员报送材料

(一)申报人员材料清单 l份，如分装多份资料袋的，每袋

面上需贴袋内资料清单。

(二)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需贴照片)一式 3 份。

(三) ((推荐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综合表》

(必须含水印，以下简称《综合表)) )一式 6 份。

(四)((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1份。

(五)申报材料公示确认表 l份。

(六)申报对象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教育部学

历证书电子注册各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国

外(港澳台)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

(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现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聘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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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荣誉证书及获奖证书等原件和复印件各 l份，集体项目须提

供本人系主要贡献者依据。

(七)继续教育证明。在"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系统"直接打印《浙江省工业和信

息化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登记卡》。

(八)任期考核材料(或至少近 3 年年度考核材料，机电制

造、信息技术专业为近 5 年年度考核材料) 1套。

(九)任现职以来的有关著作、论文、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

报告、成果鉴定材料复印件 l套。需确定一篇代表作，并提供代

表作原件 l份。论文复印件需含杂志(著作)封面、刊号、目录

及所写文章。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报告需提供本人执笔依据。

(十)破格申报人员需填写《破格推荐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审

批表))(以下简称《破格表)))一式 3 份( 1份装订进第三册内，

另 2份不要装订)，市、省直单位人事职改部门需填写审核意见，

注明符合破格条件的条款，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机电制造破格申

报人员还需填写《浙江省机电制造专业协会或专家推荐表)) (填

写要求在另行印发的评价条件中明确)。

(十一)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需提供《事业单位人员职称申报

岗位信息表))1份，由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填写意见并盖章。

三、材料装订要求

除《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综合表》、规定不装订和不

便装订的书、原件以及代表作复印件外，其它材料装订成 2-3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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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册分别编制目录，附在材料前面。

第一册: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书、申报材料公

示确认表、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学历认证材料、现任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聘任证书、事业单位岗位审核表、继续教育

证明等复印件、任期考核等材料。

第二册:荣誉证书及获奖证书、有关著作、论文、项目可行

性研究设计报告、成果鉴定材料复印件等业绩材料。

第三册:如为破格晋升人员，将《破格表》、符合相应破格

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按所符合破格条件顺序装订成第三册。

装订时用 A4 纸规格。如第二册材料多，可按顺序分装为第

二册(一)、第二册(二)等。材料均装入档案袋(盒)内。

四、填写注意事项

(一)身份证号码:资格证书制作系统中作为身份的识别字

段，请务必准确填写。

(二)工作单位:务必要完整准确，与单位图章一致。

(三)单位性质:统一按下列分类填写. "监督管理类事业"、

"社会公益类事业"\、"生产经营类事业"\、"中介服务类事业"、

"国有企业

商技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其它类企业

不要填其它类，如确要填其他类，需在备注栏说明情况。

(四)主管部门:填写单位的主管部门名称。县(市、区)的，

填 "x x 县(市、区) x x 局";省级的，填 "x x 厅(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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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事专业:指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时所从事的专业，

通过后与资格证书上"专业名称"栏对应，应完整准确填写，字

数要求一般为 4 个字最多不超过 8个字。注意《花名册》、《综

合表》、《评审表》和《申报简表》等表格从事专业栏必须填写

一致。

(六)学历:指最高学历，如非工程技术类专业学历，则必

须再填写工程技术专业类学历情况。

(七)花名册上"出生年月"、"取得时间"、"聘任时间"

等栏目，时间填写格式统一填 x x x x 年 x x 月，如 2006 年 12

月。

(八)专业工作年限:指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年限，须填写

实足年限，计算到 2019 年 12月 31 日。

(九)单位考核情况:指任期内考核情况，至少含近 3 年考

核情况(机电制造、信息技术专业为近 5 年考核情况); ((综合

表》、《花名册》需逐年填写考核结果。

(十) ((破格表》和《综合表》的"符合破格条件"栏必须

详细填写符合各条破格条件的依据和理由，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并由市、省直单位人事职改部门填写审核意见。《花名册》上"符

合破格条件情况"栏需填写符合破格条件的具体条款。

(十一) ((综合表》所有内容填写在规定的页面范围内，不

得增页、附页，同一页内各栏目之间可根据内容多少相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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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评审专业及材料接收时间安排
序号 专业大类 专业范围 资格名称

接收材料
材料接收地址及联系电话

截止时间
机电技术研究、设计开发、生产制

机电制造工程 造(工艺)、系统集成(工程)、
技术服务

2 信息技术工程
信息技术(技术开发、应用电子、 越城区联系人:葛迎锋，联系电话-

信息安全、系统集成) 88311946

能源、燃气、电力、热工等能源领
柯桥区联系人:陆根富，联系电话-
84119100

3 能源工程 域的开发、转换、输送、利用等相 上虞区联系人:顾华杰，联系电话�
关专业 81262683

诸暨市联系人;吴惠萍，联系电话

材料及相关专业产品与技术研发、 正高级: 9 月 30 日
87179532

4 材料工程 产品生产与检测、技术推广与服务 正高级工程师 (上报至市主管部
:味州市联系人:袭恒炯，联系电话:

等
83181738

门时间) 新昌县联系人:章英杰，联系电话-
86383823

5 轻纺工程
轻工、造纸、纺织、丝绸、化纤、 滨海新城联系人'贩弘婷，联系电
印染、家具、皮塑、食品等专业 话: 81199529

无机化工、有机化工、农用化工、
市本级工作人员联系电话�

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橡胶等石油
市经信局联系人连庆炎、陈晨、缪

6 石化工程
和化学工业工程技术类专业或相近

红芳，联系电话: 88269860 ，

专业
85156977 ，85162157

7
暂不具备设置正高级评审
委员会条件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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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社保部门资 审查通过后，提交

格审查 省经信厅

附件 5 :

材料报送流程图
1. 正高级工程师网上报送流程

区、县(市)属单位

囚→同IJ|→

四→ 市经信部门资

格审查

市人力社保部

门资格审查

审查通过后，提交

省经信厅

2. 正高级工程师纸质报送流程

区(县、市)单位

1斗 所在单 区、县(市)经

位于刀审 ←，信部门收集
送区、县(市)

人力社保部门共

同审查

审查后，各地经

信部门审核汇总

市经信、人力社

保部门资格审查

市属单位

审查通过后，提交省

经信厅

申报 所在单位 单位主管部门 市经信.人力社

对象 初审 ←→ 审查 」→ 保部门审查

审查通过后，提交

-1 省经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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