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文件
锡人才 〔2019)08号

关于报送 2019年度无锡市工程技术中级社会化评审

(价 )委员会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根据无锡市职称工作部署,现将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受理

无锡市工程技术中级社会化评审 (价 )委 员会评审材料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

一、受理专业

根据 《关于印发<2019年 无锡市职称工作意见>的通知》(锡

人社发 (2019)93号文)规定,无锡市工程技术中级社会化评

审 (价 )委 员会专业系列及申报范围为市区工程系列 (建设、

交通、水利除外 )。

二、 申报流程、时间及相关证书原件的要求

(一 )申报流程

今年市人才服务中心申报点实行网上评审,所有申报材料

均在网上提交。申报人员登录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

站
“
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专栏

”
进行申报

(http://hrss.wuXi.gov.cn/fz1m/wxsrcrszhywpt/index.shtm

1),按要求认真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并提交,经预审、初审通过

后上传相关附件 (所有附件清单见文末表格),确认成功后,在

规定时间内到申报点提交有关原件审核。



(二 ) 申报时间:

网上申报时间为:5月 9日—7月 12日

现场材料审核时间:5月 13日 一7月 19日

法定工作 日:9:00——11:30,13:00——17:00

地点:广 瑞路 2号一楼 ,各综合服务柜台

逾期不予受理。

(三 )现场审核的材料 :

1、 身份证原件。

2、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在 国 (境 )外取得的学历或

学位,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审核认定并提供学历学位认证

书 ; 内取得的学历,如未能读取到学信网数据或审核人员有

疑问的,申 报人员应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或 《毕业生登记

表》(从个人档案中复印,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复章));军队

院校学历,须提供相应的 《军队干部转业审批报告表》、《退出

现役登记表》、《高考考生登记表》或招生计划等相关证明材料。

3、 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从外省市、中央部省属单位调

入和军队转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其在原地区或原单位按国家

规定取得的专业技术资格,除 资格证书外,还需提供 《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表》(或 《初定专业技术资格呈报表》)或相关文件

复印件并由相关机构加盖
“
原件复印

”
章。

4、 专业获奖证书及专利证书原件:应 为申报专业或与申报

专业相近的奖励、专利项目,非 申报专业或与申报专业相近的

奖励、专利项目不能作为评审加分的依据。

5、 发表论文的刊物原件。

6、 业绩及相关佐证材料原件。

三、政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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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申报高、中、初级职称人员,未完成第五、第六

轮公修课的,可 以用1个公共科目代替一轮公修课的形式进行补

修。

(二 )取得助理级职称后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破格 1年 申报

中级 :

市 (厅 )级科技进步、技术发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等三等奖 (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排名前 5,

以个人奖励证书为准 )。

(三 )申报评审的论文要求。中级提供 2篇论文,初级提供

1篇论文,均不要求发表,论文一般不少于 2000字 ,必须是本

人任现职以来围绕工作实际撰写且与申报专业 (学 科)相 符。非

申报专业或与申报专业相近的论文不能作为晋升专业的论文。

两人以上合作的论文,需有合作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今年继续

通过
“
中 知网

”
进行论文查重。

(四 )关于公务员申报职称问题。按照省职称办 《关于做好

2019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人社发 (2019)95号 )的

文件规定,公务员 (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不得申报评审,如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取消其申报资格

并通报其所在单位。

(五 )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的资历 (任职年限)截止时间

为 2018年 12月 31日 ,申 报人员的业绩成果、奖项、论文、学

历 (学位)证书等截止时间为 2019年 7月 12日 。

(六 )历年评审未通过的人员,其工作业绩、业务水平没有

明显改善的,原则上今年不得重复报送材料。

四、评审材料的具体要求

(一 )报送的评审材料严格按照职称申报平台审核通过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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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要求准备,材料要真实、完整、一致,需加盖印章的栏 目

必须加盖印章。任现职以来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涉及到前单位

的业绩材料,需前单位进行核实并加盖印章、经办人签名、日

期。

(二 )报送的评审业绩材料除个人在工作总结中详细阐述

外,还必须有充分、有效的证据。(单位证明、文稿、获奖证书

以及有关旁证材料等多种形式的有效证明。)

1、 设计图纸。一般只需附图签,表明项目名称、规模、日

期以及申报者在该项目中的作用、地位等。

2、 论著、译著、杂志等材料的原件。

3、 业绩部分说明。

(1)个人所承担项目 (课题、工作)的规模 (重 要性)以

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效果),必须附 (任命)文件、单位证明、

设计方案等材料。

(2)有 关项 目 (课题)的 阶段性报告、鉴定报告、中标通

知书、协议合同、验收报告、本人签名的工作过程证明等。

(3)有 关解决生产或用户较为复杂的技术问题,推广应用

新技术、新工艺或新材料,开展各类质量攻关并解决企业技术

难题的证明。

(4)有关取得效益 (如 节省材料、获得经济效益、缩短工

期等)的证明。

(5)处理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及隐患中措施得当,效益显

著,提供有关鉴定和处理方案 (市级有关部门认可)的证明。

(6)各类项目必须提供能够证明项目级别、项目规模和本

人作用的相关材料,包括项目的立项报告、验收报告、成果鉴

定证书等,企业项目要有企业证明材料。



(7)制作标准必须是已经正式颁布实施的,并提交能证明

作者身份及工作内容的有关证明。

4、 每个项目及其奖项、证明材料等制作在同一 PDF文件内,

文件不得大于 20M。 如果超过 20M的可分开制作。

五、申报材料的审核要求

(一 )专业技术资格申报,继续实行个人申报、民主评议、

单位推荐、主管部门与政府人事部门逐级审核的申报办法。

(二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对各级申报材料认真核实 ,

进行民主评议,推荐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再推荐上报,并 出

具 《单位同意申报证明》,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5个工作 日。

(三 )严格按照省、市职称评审工作相关要求,实行法人单

位、业务主管部门、职称系列主管部门以及评委会 日常管理机

构逐级审核报送,经所在市 (县 )、 区人社局职称部门审核后 ,

报评审管理机构。

六、收费标准

申报评审收费按照省物价局规定有关评审收费要求执行。

七、联系电话

0510-82825184∶   82829624  82822920  8521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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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所有附件必须是正视图,严禁使用侧视图或倒视图上传

格式序号 文件名

JPG照片 (证件照 )

PDF0
∠ 学历、学位证书

PDF专业技术资格 (职称证书 )
0
0

PDF∠

工 奖励情况

PDF其他继续教育经历R
u

PDF发明专利伏
υ

PDF其他破格材料
,
‘

工作业绩证明材料0
0

WORD '及-  PDF学术成果 (论文 )o
J

PDF单位同意申报公示证明10

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