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揚人市友 〔2021〕 12号

美子扱送 2021年江亦省元揚市建没工程高彼

寺立技木資格坪市材料的通知

市各有夫単位 :

根据 2021年度元揚市取称坪常工作安引卜,似 千 10月 召升江

亦省元揚市建没工程高級寺立技木姿格坪常会袂。力了倣好本年

度取称坪申工作,現格有夫事項通知数口下 :

一、申振対象

八事建没工程 (合建筑、城多規 1々)を立技木工作 ,似 申扱

建没工程正高坂工程 (建筑、城多規裁1)lT、 高級工程 (建筑、

城多規kl)りT的 寺立技木人員,井符合下列第 (一 )、 (二 )条え

一者 :



(一 )在我市各炎企事立単位、社会中介_//1奴双事寺立技木

工作,与 用人単位益打芳功 (聘用 )合 同的を立技木人員;在我

市就立的自由取立を立技木人員,以 及在我市敷幼社保或人事楷

案在場的寺並技木人員。

(二 )在我市就立的港澳台寺並技木人オ ,以及持有外国人

来年工作キ可江、外国人永久居留身分江或海外高晨次人オ居住

江的外籍人員。

(三 )公券貝(合夕1入参照公券貝法管理的事並単位工作人

員 )、 高退休人員不得申扱。

二、申振坪申条件

申扱和坪常条件参岡《江亦省建没工程高級工程姉、高坂建

筑りT、 高級城市規裁1姉 姿格条件 (拭行 )》、《江沐省建没工程研

究貝象高級工程りT、 研究貝象高級建筑りT、 研究貝象高級城市規

火1りT姿格条件 (拭行 )》 (沐取称 〔2010〕 9号 ),《 美子我省寺並

技木人オ申扱坪申取称有美同題的ミ知》(沐人社友 〔2018〕 96

号 )文件規定。

三、申振坪申程序及吋同

(一 )ヤ薇流程

申扱人員登永元錫市人力資源わ社会保障局回堵“寺技人員

服券"寺 桂 (http://hrss.wuxi.gov.cn/ztz1/zyJsryfwz1/index.shtd),

点書“取称申扱",在“申扱坪常"中 点書“已升放申技",逃捧“江沐

省元錫市建悛工程高象を立技木姿格坪申委員"井接流程逃行填

扱。汰真填写不人洋如信り息井提交,姿萩常、初常五辻后接要求



上4kL材料 (材料清単洋兄附件 ),冬常通辻后辻入坪委会汗常。

面拭答丼叶同男行短信通タロ。

今年 ,我市墾象拭点企人承芳制,申 技人員上借申扱材料叶

泣承芳提供的相夫江ギ、並鏡成果、発文牛材料真実可拿井在“単

位同意江明"楷 同llf上借本人未宅答名的《企人承芳ギ》。隻常通

辻后只要等待終常,不必至1現場逃行碗汰。

坪常ミ辻后企人登永申根系坑打
`,“

寺立技木姿格坪常申技

表",井在“単位常核意几"程か蓋単位公章,“本人答字"桂 答銘

后放入企人人事楷案保存。取称屯子■ギ由坪常通辻人員登永

“江沐省人オ信′息港"自 主打 F17。

(二 )ヤ薇叶同

国上申扱 ll・l同 力:5月 13日 -7月 13日 ,逍期不予受理。

四、申扱政策悦明

(一 )美 子姿所及材料的裁上叶同。を立技木人員申技取称

的姿所 (任取年限)裁止叶同力 2020年 12月 31日 ,申 扱取称

的立須成果、搭文、学所 (学位 )等裁上叶同力 2021年 3月 31

日。

(二 )墾 象教育条件接照《江沐省を立技木人員墾象教育条

例》和相夫政策規定執行,墾象教育情況列力を立技木人員取称

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 )根据《省人力資源社会保障FT美子調整 (江亦省を立

枝木炎取並姿格
～
取称対泣曰永)的通知》(沐人社友 〔2019〕

183号 )精神,取得目永中4El泣 取立姿格井符合晋升高級条件的



を立技木人員,可宣接申扱。

(四 )取得中象取称后具各下夕1条件え一的,可破格 1年 申

扱高級以称 :

1.省 (部 )坂科技逃歩、技木友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

学年二年爽 (及 4El泣 火項 )以 上荻火項目的主要完成人 (引14前

5,以企人火励鉦ギカ准 )。

2.中 国寺禾1金笑、銀火的主要友明人(以 企人火励江ギカ准 )

或江沐省寺不1友 明人火荻得者。

3.国 家坂二炎和省坂一炎技能大募第一絡荻得者。

(五 )取得ヨ1高級取称后具各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破/1a l年

申扱正高級取称 :

1.省 (部 )鉄科技逃歩、技水友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

学等二等爽 (及 IEl反 爽項 )1項或二等火 2項 以上荻芙項目的主

要完成人 (排洛前 5,以 企人失励江ギカ准 )。

2.国 家坂一美技能大募第一名荻得者。

(六 )美 子学厠同趣。国 (境 )外取得的学万或学位,須笙

教育部留学服芥中′む常核決定井提供学所学位汰江ギ;国 内取得

的学所,女口未能技取至1学 信回数据或申核人員有疑目的,泣 上特

《半立生登泥表》隻
`口

件,比表泣よ企人楷案中隻印,井 /tl蓋楷

案管理部日印章;写 仄院枝学所,須提供上借/1El泣 的《写吹千部

特立常批技告表》、《退出現役登泥表》、《高考考生登泥表》或招

生十火1等 IEl美 江明材料。以上4El美 江明材料々半立江倣在一企

PDF文楷中。技工院校中坂工班、高級工班、萩各技りT(技りT)



班半並生在参カロ取称汗定叶分男1祝 同中を、大寺、本科学所。

(七 )荻得工程美寺立学位研究生的工程技木人オ,可提前

1年参カロIEl泣 を立取称坪常。同一単位申扱相同取称系夕1(を立 )

的人員泣銃一技送一介坪委会,不得多共扱送。申扱人同一年度

同一取称晨坂原ス1上 ス能向一企汗常委員会申扱取称坪常。

五、申扱材料的申核和申損要求

寺立技木人員所在単位,要対申扱材料汰真核実,逃行民主

坪袂,推存結果笙公示元昇袂后,再推若上扱,井 出具 《単位同

意申扱江明》,公示叶同不得少子 5企工作日。

回上申扱材料的具体填扱要求洋几回上申技平合核坪委会

的申報須知。

六、政費林准

申扱坪常牧費接照省物介局規定執行。冬常通辻后,坑一友

送教奏短信至1申 扱企人口上預留的手机号■,3夭 内完成図上教

奏,途期不再受理。未接期毅費的,祝作白功放奔申扱。

七、瑛系方式

咲系人:胡以をりT,咲系屯透:0510-82825184。

附件:回 上申扱材料清単和要求 〇、9
纂喜
キ 4月 26



附件 :

各注1‐

・
所侑 附件羹須是正祝圏,ル禁使用叡1祝 圏或倒祝圏上侍。

岡上申根材料清単和要求

序号 文件名 格式

1 照片 (江件照 ) JPG

ワ

“ 学所、学位江ギ PDF

3 寺立技木姿格 (取称近ギ ) PDF

4 火励情況 (合朱合、行政、

項目或立象等各炎火項 )

PDF

5 其化墾妓教育笙所 PDF

6 寺不1 PDF

7 其化破格材料 PDF

8 工作立須江明材料 PDF

9 学木咸果 (発文 ) WORD tt PDF(已 友表 )

10
単位同意申扱江明

企人承労ギ
PDF

元揚市人力資源市場亦公室 2o2r+4A26Aep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