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梧 帅卜市
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纽办公室文件

梧职办字 匚⒛20〕 7号

关于我市⒛⒛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改办,市各系列职

改办,市直属、中直区直驻梧有关单位 :

根据 |自∴治j区 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θ

年度全区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桂职办 (⒛ 20彐 30号 )精神,

,  为做好我市 2Q2Q年度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现结合我市实际,就

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ˇ
-、 申报评审范围和对象          |
(一 )∶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相应系列或专业申报条件

的以下人炅均丨可在我市申报:

1。 在梧州市内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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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在梧州市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从事专业技术工

作,但其户口在梧州市或人事档案托管在市各级政府所属人事

档案托管机构一年以上的。

(二 )国家机关分流或交流到企事业单位人员元职称申报

限于副高级 (含 )以下职称;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直接评审高

级职称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直接评

审高级职称工作的通知 (试行 )》 (桂职改〔2018〕 I号 )实施。

(三 )按照国家及自治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 ,

公务员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 )不得参加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评审。因机构改革退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 ,

其专业技术人员在国家或自治区规定的过渡期内可以参加职称

评审。

(四 )除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并按照审批程序办理了延长退

休年龄手续者以外,申 报职称时已办理退休手续或已达到规定

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得申报;取得职称时已办理退休手续或已达

到退休年龄的,所取得职称不作为岗位聘任的依据。

二、申报程序及要求

(亠 )申报途径

1。 申报人员应通过其人事劳动关系所在单位推荐申报。已

在市备级政府所属人事档案托管机构办理档案托管的,可经所

在单位审议同意并填写基层单位考核推荐意见后,通过人事档

案托管机构推荐申报;在我区影视、芙术、动漫、工艺芙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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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等专业领域取得行业认可成呆的自由职业者,可 由政

府所属的人事档案托管机构或相关行业协会履行审核、公示、

推荐等程序。

2.申 报人身份性质应根据其申报时人事劳动关系所在工作

单位确定。

3。 中、区直驻梧单位或外地单位驻梧企业的分支机构 (分

公司、办事处等 )专业技术人员,应根据本单位 (系 统卜统一

渠道申报职称,同 一年度不得多种渠道申报。如选择通过梧州市

相应评委会申报的,由该单位所属的中、区直单位组织人事部

门或外地驻梧企业J总 公司 (j总 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

门就驻梧单位申报渠道问题出具书面意见,并报相应评委会所

属职改部门各案后方可申报。

4。 外省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委托评审方式到我市评审高级职

称,应 由申报人所属省级职改管理部门出具委托评审材料-冖 并

经自治区职改办审核同意后推荐到相应系列高级评审委会毋评

审;广 西区内其他地市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委托评审方式到我市

评审高、中级职称,应按管理权限要求由申报人所属地区市级

职改管理部门出具委托评审材料,并经市职改办审核同意后推

荐到我市相应评审委员会评审;市 内各县 (市 、区)专业技术

人员要求申报本县 (市 、区)有评审权限但尚未组建评审委员

会职称的,应按委托评审程序办理委托评审手续。    .
5。 本市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自治区各系列各级评审委员会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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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职称,应报市职改办审核同意后推荐相应评委会评审。市相

应系列职改办应在评委会截止接收材料时间3个工作日前将申

报人评审材料报送市职改办审核,未按规定程序和时间要求报

送材料的,产生的后呆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6.除银行、保险公司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可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能力的分支机构外,申报人不得选择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的分文机构作为申报单位参评。

7。 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在同工年度申报评审两个以上同级别

职称。同一年度申报两个以上同级别职称的,该年度所有评审

结果无效。。

(二 )申报讦审材拼要求

1。 个人信息材料。申报人按系统规定模块如实填写上传材

料,并对个人材料的其实性、完整性作出承诺,签署承诺书。

因申报个人上传材料出现漏报、错报或未在指定位置填报导致

的后果,由 申报人承担。

2。 学历证书材料:国有企事业单位参评人员学历其实性由

单位负责核实。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及自由职业参评人员,教

育部学信网能够查询到学历的不再提供学历证书相关材料,由

申请人所在单位或推荐单位根据学历证书编号等信息在学信网

上予以核实;教育部学信网不能够查询到学历的需提供学历证

书、查档材料或学历认证机构出具的学历认证等相关材料1

3。 下一级职称证书材料。专业技术人员持有所申报职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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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级职称证书,通过在线审验能够实现查询共享的,或是属

所申报评委会所在系列 (行业、单位 )职改部门颁发的,均不

需要提供职称证书材料,仅需提供职称证书编号等查询基本信

息。如不符合上述情况,则应提供职称证书材料。

4。 继续教育材料。专业技术人员应在递交申报材料前完成

本部门、本行业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以及政府人社部门规定

的⒛20年度公需科目学习任务 (备高级评委会材料申报时间截

止前,人社部门未组织开展的除外 )。 由政府人社部门规定的

公需科目无需提供纸质证明。本行业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应提

供相关合格材料。
∶

5。 辅助材料j以下情形应提交相应的辅助材料 :

(I)破格申报的,申 报人应提供达到破格条件的证明材

料,.经 申报评委会纽建单位所在职改办审核同意后方可评审。

(2)申 报人身份证号码应正确填写,因 申报人填写错误

导致共享数据及关联材料无法查询或印证的,由 申报人自行承

担相应后呆。对使用曾用名、身份证号码非正常升位 (变动),

关联的证明材料 (如学历、职称证书等 )与填写的身份证号不

一致,应在申报材料中提供户籍管理部门关于两个姓名、身份

证号码属于同一人的证明材料。

(三 )实行职称申报材料
“
沽革制

”

各系列 (行业 )职改部门应对照评审条件及有关文件要求,

认其梳理申报人员需提供的材料,完善申报材料清单。清单要

-5-



明确不可缺少的硬件材料,并列入部署文中一并印发,原则上

不得要求申报人员提供清单以外的材料。要进一步优化整合证

明材料,需同一单位出具的证明应整合在一份材料中。

三、审核推荐要求

(一 )革位审核推荇

1。 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应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进行

申报审核,明确审核责任人,签署承诺书,明确审核责任。政

府所属的人事档案托管机构或相关行业协会对自由职业者的申

报材料其实性进行审核把关。  .
2。 各单位应对申报人的学历、资历、专业技术经历、业绩

成果、论文著作等材料的其实性负责,审核原件、核实其实性

后在申报系统据实填写审核结果。属于档案托管的,所在单位

和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备自所学握申报材料情况,分别对上述

材料的其实性进行审核把关,并承担相应责任。

3。 各单位应对所有申报人员的申报情况、申报材料进行公

示。公示完成后,如果申报人申报情况及申报材料发生变更的,

各单位应对变更情况进行补充公示。公示和补充公示时间不得

少于5个工作日。

4。 各单位应按规定组织审议并出具单位推荐意见。推荐意

见应对申报人在
“思想品德、工作成绩、专业水平、业务能力、

工作态度
”

等方面给予评价。对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员,备单位

应在出具推荐意见前组织面试答辩,并在面试答辩的基础上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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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推荐意见。单位面试答辩专家达不到有关规定的,可外请专

家或委托其他单位进行面试答辩推荐。自由职业者可免填单位

推荐意见,由推荐单位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组织面试答辩程

序。

(二 )主菅邙门审核

单位主管部门要按权限对单位审核推荐工作进行指导、监

督、审核和纠错,加强对单位的推荐程序、推荐材料其实性和

填报材料规范性等方面的审核并承担审核责任。

(三 )职改邙门审核审查

I。 各级职改部门负责审核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屐职情况 ,

重点审核推荐程序、材料完整性和规范性、推荐对象基本条件

等,严禁将程序不规范、材料不完整、推荐对象基本条件不符

合等报送评委会评审。备级职改部门要加强对无职称和破格申

报的从严审核,无职称申报要重点审核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间;

破格申报为放宽学历或资历条件,不等同于无职称申报或越级

申报。

2。 各级评委会所在职改办应通过社保数据共享核验或向社

保部门核实等方式,核验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及自由职业等申

报人员的身份及工作经历。申报人工作经历应与社保缴费记录

一致,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申报人员应有在申报单位连续 6个

月以上 (不含申报当月 )个人社保缴费记录,自 由职业申报人

员近 6个月丨(不含申报当月)应不以任何单位名义缴纳过社保。

-7-



审查中发现申报人填写工作经历与社保缴费记录不符,-经核实

为填报虚假信息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备级评委会不予接收材料 ,

并按有关规定查处。

3。 经审核申报人申报材料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各级评委会

所在职改办应当一次性告知申报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逾期

未补充的,视为放弃申报。         忄

四、评审组织要求

(一 )下放职称讦审权限。乡镇卫生服务机杓副南级职称

纳入卫生系列梧州市副高级评委会进行评审,评审时使用单独

评审条件、单独建组评审,单独设置通过率。其他系列副高级

评委会组建情况经自治区职改领导小组核准后,由 自治区各系

列职改部门部署确定。

(=)规范讦审组织。各系列、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应严

格按照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开展评审工作,要贯彻落实好自治区

和本市关于加强和规范职称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

于各系列专业设置调整、全区性职称政策文件解读等应经市职

改办审核后报自治区职改办同意;须严格按照相应职称改革工

作领导小纽批准的评审范围对象开展评审工作,否得越权评审

和扩大评审范围;要严格按照人社部规定的系列和资格名称开

展评审工作,不得自行设定资格名称进行评审,i讦审过程中不

得擅自更改评审条件,降低评审要求。评委会所在职改部门应

加强对评委会评审工作的管理,严格落实评审期r间 封闭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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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引入纪检监督机制,安排纪检人员对评审工作全过程

实施监督管理ρ

(三 )注重扣捱讦审质士。各级评委会要按照国家、自治

区和本市有关文件要求,以评审质量为核心,按照优中选优的

原则,合理确定评审通过标准,不片面追求通过率。对事业单

位参评人员,要充分考虑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及空缺岗

位情况。

(四 )本市各系列副高职称评委会继续实施异地评审;各

县 (市 、区 )、 各系列职改办可结合本地,本系列评审特点,在

中初级评审中,探索异地交叉评审等评审组织方式。

(五 )加强评委庠 (会 )建设和讦审专牢培训。备县 (市 、

区 )、 各系列职改办应按照职称评委会 (库 )组建管理有关要求 ,

及时完成本系列备级评委会 (库 )重新调整△作。其中工程、

卫生、申小学教师系列职改办应在 6月 β0日 前将相应系列高级

职称评委库调整材料送市职改办审核江总后报自治区职改办审

批;备系列中级评委库重新调整材料应于 7月 底前报市职改办

审批;备系列中级评委会调整换届报批材料则要求在评委会开

评前 I个月报市职改办审批。各级评委会所在职改办采取多种

形式加强对评审专家的培训,强化评审专家的职业道德,规范

评审行为,提高评审质量。

(六 )讦审时间安排。各县 (市、区)备系列职改办要根

据 《⒛20年度梧州市职称评审进度及时间安排表》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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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研究确定本县 (市、区 )丨 、本系列各级职称评审工作安排 ,

并于6月 30日 前将本系列评审部署文件报送梧州市职改办备案(电

子邮箱:gnJzszJka163。 GOm);并通过在本单位网站发布等多种

形式对外发布。 !

五.评审结果的审核报送及审批

(一
)丨 各级讦审委员会所属职改办承担评委会评审结呆央

实有效的主体责任。在本系列 (行业、单位 )评审委员会评审

完成并组织审核无误后,要及时将评审结果以本系列 (行业、

单位 )职改办名义对社会公示。公示结束后,要按自治区和本

市关于加强和规范职称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在公示

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报送相应职改领导小组审批。

(亠 )及时报送职称电子讧书数捃。备级职改部门应当于

评审结果确认文件下发后 5个工作日内通过广西专业技术人员

职称管理服务平台 (zgb。 gxrGzG。 com)报送职称电子证书数据。

六t落实有关文件要求

(一 )建立决求咨询英信忠救励机制。申报各系列职称时,

个人撰写的决策咨询类信息,单篇获党中央、国务院信息刊物

采用的视为国家权威期刊报刊 1篇 ,其中获党中央、国务院领

导批示的视为国家权威期刊报刊 2篇 ;获党中央、国务院信息

刊物综合采用的视为国家权威期刊报刊 0.5篇 ,其 中获党中央、

国务院领导批示的视为国家权威期刊报刊 1篇 。个人撰写的决

策咨询类信息,单篇获自治区党委、政府信息刊物采用的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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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J心 期刊 1篇 ,· 其中获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的

视为核J心 期刊 2篇 ,获自治区党委、政府其他领导批示的视为

核心期刊 1。 5篇 ;获自治区党委、政府信息刊物综合采用的视

为公开发表论文 1篇 ,其中获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批示的视为核J心 期刊 1篇 ,获自治区党委、政府其他领导批示

的视为核J心 期刊 0。 5篇。同一篇决策咨询类信息被不同类别信

息刊物采用,以及信息采用后获得领导同志批示的,按最高标

准计,不累计。以上规定的决策咨询类信息不含部门信息刊物

或专项工作信息。

(二 )实施关J心关爱新冠肺炎痰惜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

取称漱励政茉。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在职称评聘

中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优先申报、优先参评、优先聘任。疫

情防控中的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关键核J心 技

术研发成呆、流行病学报告、病理报告、药物疫苗研发情况、

试剂监测设备产品研发应用情况、专业工作总结、J心 理治疗和

疏导案例等,均可作为晋升高一级职称重要业绩成果。可提前 1

年申报高一级职称或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参加疫情防控经

历可视同为一年基层工作经历、视为满足⒛20年继续教育学时。

在申报晋升同系列高一级职称时,论文不作硬性要求,可免予

卫生系列高级职称专业能力考试。获得省 (部 )级以上表彰奖

励的,可开辟绿色通道,直接申报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或考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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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一线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参加新型检测试剂、

抗体药物、疫苗、诊疗方案、病毒病源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等疫

情防控科研攻关工线人员等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等氵具

体范围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结合

本行业实际研究确定。

其他行业参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优先

申报、优先参评,同等条件下予以倾斜。

七.加强职称倩息化建设

(一 )扩大网络化职称申报讦审应用范田

本市备系列各级职称评委会,均应用广西人才市场开发的

网络化职称申报评审系统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实现从申报材料

组织、审核推荐、·评审审批等各环节工作网络化。不再采用纸

质材料形式开展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二 )继续推行网络化职称办公

职称直接认定、重新确认、证书遗失补办等业务,通过广

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服务平台办理,实现
“
信息多跑路1.

群众少跑腿
”。

(三 )继续推行职称电子讧书

进一步完善职称电子证书的办理流程,加强系统协调p推

进信息安全。按分级管理原则强化职称电子证书发行责任。

(四 )继续伙好职称讧书信忠归集工作

1。 各级职改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历史职称证书数据的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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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按照数据归集有关要求归集到广西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

台 (www。 gxrGzG。 com)。

2.按照谁发证谁负责原则,职称证书归集数据的审核及系

统导入工作,由证书授予部门负责。各县 (市、区 )、 各系列职

改办对职称证书数据审核及系统导入工作要高度重视,确保数

据信息的萁实性和准确性。因导入数据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产

生不良后果的,责任由本部门及相关责任人自行承担。

(五 )继续做好职称讧书在线审验工作

高级职称证书尚未进行在线审验的,登录广西人才市场职

称网进行在线审验;中 、初级职称证书网上在线审验,应先填

写职称证书信息归集表,报送证书审批机关审核确认并导入相

关数据信息后,方可登录广西人才市场职称网进行网上审验。

已在广西人才市场职称网在线审验通过的职称证书无需再次进

行注册验证。

八、纪律要求

(一讠职称评审土作政袁性强,社会关注度大、敏感度高,

各级各邙闸要南皮萤视o认其展行职责。各级评委会要规范评

审程序和严肃评审纡徉,加强双向激励,建立健全倒查追责机

制,一经查实 ,′ 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各级职改部门、评委

会、主管部门要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加强本领域范围内的问题

通报,问题通报情况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指标纳入每年工作情

况评估。单位提供虚假材料的,将失信情况书面通报并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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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个人申报材料造假的,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严格落实黑名

单制度,将造假情况录入全区通用的失信平台。

(二 )加大对恶志举报的查处力皮。单位或个人对评审结

果有异议的,|可 向评委会所在职改部门举报,举报材料应署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对于虚假告发、恶意信访、意图陷|害他人 ,

经核查认定为诬告陷害行为的,按诬告陷害行为人身份和管理

i权
限,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国家、自治区及本市职改管理部门

现行有效政策执行。工作中,如遇其他重大政策调整,按新的

规定执行。

附件:1∵ ’020年度梧州市职称评审进度及时间安排表

2。 中级职称评委会评审结呆报批材料清单

梧州市职 办公室

!耨狎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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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⒛⒛ 年庋梧州市职称评审进度及时间安排表

时间 步骤 、 责任部门

5-6月 印发年度评审部署文件
市职改办,各县 (市、

区 )、 系列职改办

6-8月

个人材料准备和申报阶段 申报人

申报材料公示i审核、推荐、呈报

阶段

各单位、主管部门、各

级职改部门

9-11月

中旬

各级评委会评审阶段。各级评委会

原则上于 11月 中旬前完成评审、

组织审核及二次公示

市职改办,各县 (市、

区 )、 系列职改办

H月 中句—

12月
分批审核确认及批复 自治区职改办

另注:工程、中小学、

职改办应分别于 7月 20

卫生系列副高级职称申报材料,相应系列

日、8月 10日 、8月 25日 前报送市职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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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中级职称评委会评审绅果报拦‖抖芦半

(丨一)报批请示  :         ∶

(二 )评审组织实施情况报告  ∴

(三 )!评委会评审情况记录单

(四 )评审结呆记录单

(五 )评审通过人员名册汇j恣表

(六 )评委会评审结果复核情况记录单

(七 )复核|结呆核实情况表

(八 )公示举报及处理情况 (无信访情况可不报送 )

(九 )本届评委会执行评委名单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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