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宇省二生和汁畑生育委員会亦公室文件

近工亦友 (2018)359号

美子倣好2018年全省工生系列高級

青立技木資格坪市工作的通知

各市工生汁生委,委宣属各単位,省宜有美単位 :

根据 《中共通宇省委亦公斤 通宇省人民政府亦公斤FF友〈

美子深化取称tll度 改革的実施意見〉的通知》(近委亦友[2017]48

号)、 省人力資源社会保障斤 《美子倣好 2018年仝省取称工作的

通知》(近入社[2018]104号 )、 《美子F「 友〈近宇省取称汗常管

理亦法 (拭行)〉的通知》(通人社友 (2017)9号 )～ 《美子F「

友〈近宇省取称汗常委員会核准各案亦法 (拭行)〉 的通知》(近

人社友 (2017)10号 )等有美文件精神,結合我省工生汁生エ

作実体,佐商清省人社斤同意,現杵 2018年仝省工生系夕1高象

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工作有美事宜通知女口下:

一、坪申人員苑国

(一 )凡在我省八事惰床医庁、疾病預防、工生監督、二生

保健、汁裁1生育工作的工生汁生寺立技木人員,可不受声籍、所

有キ|、 身分、楷案的限+1,符 合相庄条件均可扱銘参カロ考拭利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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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般庄在其芳劫 (人事)美系所在単位申扱。在i17_宇 工作的

外籍利港、澳、台地区的工生汁生寺立技木人員参加工生系夕1寺

立技木姿格考拭和汗常,接国家有美規定執行。

(二 )高退休后現併在我省双事二生汁生寺立技木工作的人

員,可参加高級寺立技木姿格考拭和汗常。汗常的林准和条件按

現行政策執行。通辻汗常取得的寺立技木資格,不作力享受原単

位工姿及其他一切待追的依据。

二、坪申条件

(一 )基本条件

遵妃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反、取立道徳利敬立精神。

(二 )申 根人員除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外,述須符合下夕1学所

利資所要求 :

1.主任医 (方、伊、技)りT:取得々所申扱寺立相庄寺立本

科及以上学所或取得相皮寺立学士及以上学位后,水事冨1主任医

(方、伊、技)りT工作不少子 5年。

2.副主任医(方 、伊、技)りT:

(1)取得々所申扱寺立相皮寺立本科及以上学所或取得相

泣寺立学士及以上学位后,双事主治 (管 )医 (方 、伊、技)りT工作

不少千 5年 ;取得相皮寺立博士学位后,水事主治 (管 )医 (方 、伊、

技)りT工作不少子 2年 ;博士后流劫靖合格的出靖人員。

(2)根据省人社斤、省工生汁生委 《美子逃一歩改革完善

基晨工生寺立技木人員取称汗常工作的実施意見》(通人社取



[2016]84号 ),取得有所申扱寺立相皮寺立大学寺科学所后,聘

任中象寺立技木取券満 7年 ,且在具 (区)象及以下医庁工生机杓

八事二生寺立技木工作満 20年 ,現在多鎮工生院、社区服芥中

ノむ等基晨医庁工生机杓工作的人員可正常申扱副高級取称。

(3)根据 《Ii7_宇省人民政府亦公斤美子改革完善仝科医生

培界々使用激励机tll的実施意几》(近攻亦友[2018]16号 ),対

K期オL根貧困具水村基晨工作的仝科医生,可突破学所等限+1破

格晋升取称。仝科寺立住院医りT規疱化培り|1合格、取得中坂取称

后在貧困具水村基晨逹数工作満 10年的,可姪取称汗常委員会

考核決定,宣接取得冨1高級取称,取得的冨1高級取称原ス1上限定

在基晨医庁工生机杓聘任,由基晨医庁工生机杓向上象医庁工生

机柏流劫叶,庄取得仝省或仝市坑一的高象取称。

3.申扱伊理寺立人員庄具各 《伊士条例》、《ナ士執立注妍管

理亦法》規定的執立准入資格,取得 《伊士執立江ギ》,井按規

定rit行注肝。

4.申 扱主任医りT利冨1主任医りT資格人員庄具各 《執立医りT

法》、《医りT執立注船管理亦法》規定的執立准入姿格,取得与扱

汗寺立執立炎男1相対庄的 《医りT資格江ギ》利々扱汗寺立執立疱

曰相対庄、々申扱人員所在机杓一致的 《医りT執立江ギ》,井按

規定逃行注妍。

5。 申扱工生技木管理高奴寺立技木資格述需符合下夕1条件 :

申扱冨1高級需在管理関位累汁工作不少子 15年 ;或担任中



晨頷早不少千 5年 ;或担任単位頷早班子成長不少千 3年。申扱

正高奴需在管理蘭位累汁工作不少千 20年 ,或担任中晨頷早不

少子 10年 ;或担任単位頷早班子咸貝不少千 5年。

6.因 工作蘭位交劫,需在医、方、伊、技え同平結至1現工作

蘭位的中奴寺立技木姿格人員,及事現申扱寺立工作須満 2年

(女口平橘有准入資格的寺立,叶 同水取得執立注冊叶同算起)。 平

輪后的中象寺立技木人員申扱冨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須双事平特

后主治 (管 )医 (方 、伊、技)りT工作不少千 5年。

因工作関位交劫,需在医、方、夕、技之同平橘至1現工作関

位的日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人員,須取得同一象男1寺立技木姿格満

3年 ,双事似申扱寺立工作満 3年 (女口平結有准入資格的寺立,叶

同よ取得執立注妍叶同算起)。 平結后的冨1高級寺立技木人員申

扱正高級寺立技木資格須双事平橘后副主任医(方 、伊、技)りTエ

作不少子 5年。

已取得正高級寺立技木姿格的人員不可再特汗其他寺立。

7.凡在医庁机柏中取得執立菊りT資格井聘任主管菊りT人員,

皮参カロ全国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取得主管菊りT姿格后,方可申

扱上一象工生寺立技木姿格,共任主管菊りT叶 同可八取得執立菊

奸叶同算起。

8.2002年至 2008年通辻省内“双四"考拭取得中象寺立技

木姿格人員申扱冨1高象寺立技木姿格条件 :

(1)取得教育利工生行政部 1可 承汰的本科及以上正規学所満



5年 ,井参加全国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取得全国(合省銭)中 奴

寺立技木資格満 5年 ,可按照正常申扱的相庄条件申扱冨1高象寺

立技木姿格。

(2)取得教育和二生行政部日承汰的本科及以上正規学所満

5年 ,井取得省内“双四"考拭中象寺立技木資格満 7年 ,可按照

破格申扱的相泣条件申扱冨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

(3)取得教育利工生行政部11承汰的寺科正規学所,井参カロ

全国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取得全国(合省銭)中 奴工生寺立技

木資格満 5年 ,可按照破格申扱的相庄条件申扱副高級寺立技木

姿格。

(三 )申 扱冨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汗常人員羹須符合省工生汁

生委、省人社斤 《美子城市医生申扱高級 (冨1高)寺立技木資格前

rll水村服券有夫同題的通知》(通工函(2014)163号)利省工生汁

生委 《美子明硫城多医院対口支援工作相美事宜的通知》(近工

亦友[2015]89号 )要求。

(四 )申 扱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人員工作実験考核結果須

力良好以上,否ス1不 能申扱。

(五 )浴文、燃紋医学教育、外活、十算机要求:

1.提供沿文的有美要求接照省工生汁生委《近宇省申損二生

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提供沿文有夫要求》 (通工函[2014]196

号)的規定執行。省、市象医庁工生机杓工生汁生寺立技木人員

在 2015年 3月 31日 以后友表的奄文外須符合省工生汁生委《美



千FF友〈近宇省申扱工生(西 医)系 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提供港文

医学寺立学木染恙目永〉的通知》(通工亦友 〔2015)23号 )わ 《美

子FF友〈近宇省申報工生(西 医)系 rll高象寺立技木姿格提供沿文

医学寺立学木染恙目永〉的ネト充邁知》(近工侍[2015]149号 )要

求。2015年 3月 31日 以前友表的沿文不受此 《目永》限tll,仙

按原規定執行。提供的沿文外須足在取得現寺立技木姿格后友表

的。

按照省人社斤、省工生汁生委 《美子邊一歩改革完善基晨工

生寺立技木人員取称坪常工作的実施意見》(通人社取[2016]84

号)文件規定,対多鎮工生院、社区工生服券中ノむ等基晨医庁工

生机杓申扱人員沿文不倣硬性要求。

2.具象及以上医庁工生机杓寺立技木人員申扱高級寺立技

木資格需提供省墾紋医学教育委員会核友的継数医学教育合格

江ギ;申 扱中医方高級寺立技木資格的人員需提供中医方継紋教

育合格江ギ。

按照省人社斤、省工生汁生委 《美子逃一歩改革完善基晨工

生寺立技木人員取称汗常工作的実施意見》(近人社取 [2016]84

号)文件規定,多 鎮工生院、社区工生服券中ノむ等基晨医庁工生

机杓申扱人員需提供 2017年及以后継象医学教育学分江。

3.按照《中共通宇省委亦公斤 近宇省人民政府亦公斤 F「 友〈

美子深化取称市1度改革的実施意見〉的通知》(通委亦友 (2017)

48号 ),対取称外悟和汁算机庄用能力不作坑一要求,不再作カ



取称申扱和汗常的前畳性羹各条件。

(六 )汗常寺立立券能力等級林准接照省工生汁生委 《美子

F「 友通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指林体系及林准(拭

行)的通知》(通工函字[2014]329号 )、 《美子F「 友近宇省工生

(西 医)系 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部分修河寺立立弁能力等級

林准的通知》(近工亦友[2015]124号 )、 《美子F「 友近宇省工生

(西 医)系 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部分修汀寺立立弁能力等級

林准的通知》(通工亦友[2017]106号 )執行。

(七 )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考拭的有美要求按照省人

力資源社会保障斤、省工生汁生委 《美子倣好 2018年度工生高

級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工作的通知》(二人社取[2018]34号 )文件

執行。凡省内申扱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人員,在汗常前羹

須参カロ仝省坑一俎家的工生高級寺立技木資格考拭 (免拭人員除

タト),咸験合格者方可参加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

自2016年升始,考拭成鏡有妓期力 3年。考拭成鏡満分カ

100分。2018年省、市象医庁工生机柏考拭合格分数銭力 60分 ,

具、区象及以下医庁工生机杓考拭合格分数銭力 55分。対子多

次参加考拭的人員,汗委会采用厠次合格的考拭成墳中最高成鏡

汁入汗常′こ成墳。

(八 )破格申扱工生高象寺立技木資格,執行原省人事斤

《美子F「 友Ii7_宇 省破格申扱汗常高、中象寺立技木姿格破格条件

的通知》(通人友[1998]13号 )中 規定的破格条件,同 時迩羹須満



足下夕1条件 :

1.破格申扱高級寺立技木資格,只 能突破学所或資厠条件 ,

不能双破,破学所要求有大寺学所,破資所要任現取満 3年。

2.破格申損提供的科研項目(渫題)指 国家或省政府科技部

日正式批准下込的科研汁表1項 目(深題),井且申扱人員力深題第

一負責人 (以 国家或省政府科技部11批准的原始任弁ギ或合同ギ

カ准)。

3.芙励項目主要完成人足指:国家象項目利省部象一、二等

芙前 5名 荻業者,省部奴二等業或市象一等業的前 3名 荻業者。

業励項目不能レヒ照科研深題使用。

4.破格申扱高象寺立技木姿格人員需提供国家象期千1上友

表的港文 3篤 ,共 中,申 扱正高級需提供核ノむ期千1上友表的沿文

不少千 2篤 。

三、坪申亦法

2018年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墾象釆取考

汗結合、分晨分炎的汗常方式。

(一 )仝省医庁工生机杓按省市三甲医院、省市共他医庁工

生机杓、具 (区 )象医庁工生机杓、基晨医庁工生机杓 (多 鎮工

生院、社区工生服弁中ノむ等)四今晨象分寺立対申扱人員立弁能

力、科研能力、宗合能力和工作実象等逃行鰊合汗介。其中,正

高采取考拭、同汗材料和答丼的汗常方式,冨1高采取考拭和園汗

材料的汗常方式。



(二 )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実行量化賦

分,其 中:

具 (区 )象及以上医庁工生机胸正高級汗常指林包括立弁能

力 (人机対活考拭,叔重 60%)、 科研能力 (総文,杖重 20%)利

妹合能力 (答丼,杖重 20%);冨1高級汗常指林包括立券能力 (人

机対活考拭,杖重 80%)和科研能力 (浴文,杖重 20%)。

基晨医庁工生机柏 (多 慎工生院、社区工生服弁中′む等)正

高級汗常指林包括立券能力 (人机対活考拭,叔重 60%)、 工作

実鏡 (杖重 20%)利妹合能力 (答丼,叔重20%);冨1高級汗常指

林包括立弁能力 (人机対活考拭,板重 80%)～ 工作実墳 (叔重

20%)。

由千同晨象同寺立申扱人員校少,不能独立分俎,需要杵

不同晨奴或相近寺立的申扱人員合井分俎叶,対具 (区 )象及以

下晨象寺立技木人員的叔重恙分来以修正系数。共中,具 (区 )

象医庁工生机杓申扱人員修正系数力 1.07,基晨医庁工生机杓

(多 鎮工生院、社区服弁中ノむ等)申扱人員修正系数力 1.15。

(三 )由 IEA府地派的参加援外医庁陳
～

援彊、援蔵的寺立技

木人員 (援助期限 1年 以上),自援派え日起,3年 内免工生系

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在支援期日,因工作需要不能按叶参

カロ寺立技木姿格汗常,提供派遣文件隻F「 件,可按現行林准条件

申扱参カロ汗常,参汗叶,免答丼。

汗常結合実体,対参汗人員的通辻レヒ例逃行近当控+1,保江



汗常廣量。

四、坪申枚限

(一 )姪省人社斤核准,省工汁委俎定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

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委員会和近宇省工生系夕1(中 医)高級寺立技

木姿格汗常委員会,分男1負 責工生系夕1下没的悔床医学、怖床医

技、怖床伊理、菊学、預防医学、如幼保健学、医学管理学共 7

大炎 74今汗常寺立和中医、中西医結合、中菊、中医伊理、蒙

医等 5大炎 55企汗常寺立的仝省工生系夕1正高級寺立技木姿格

汗常利省工生汁生委宜属事立単位、省宣其他部 |¬ 工生系夕1冨1高

象寺立技木姿格坪常。《通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考拭

々汗常寺立目呆》按照省人社斤、省工生汁生委《美子倣好 2018

年度工生高級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工作的通知》(通 人社取

[2018]34号 )文件執行。

(二 )各地工生系夕1冨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利二生系夕1(中 医)

冨1高象寺立技木姿格汗常由市立有美主管部 1可 久責俎須実施。女ロ

各市不能升晨汗常工作,ギ面扱告井姪省人社斤同意,由近宇省

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委員会利近宇省工生系夕1(中

医)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逃行汗常。

(三 )径省人社斤核准的省属自主汗常医院,自 主升展工生

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工生系夕1(中 医)高級寺立技木姿

格汗常。不能升展自主汗常的省属医院,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

姿格由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
～

近宇省



工生系夕1(中 医)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逃行汗常。

(四 )姪省人社斤核准的市属自主平常医院,自 主升展工生

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工生系夕1(中 医)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

常。不能升展自主汗常的市属医院,工生系夕1正高象寺立技木資

格由Ii7_宇 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和近宇省工

生系夕1(中 医)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Iit行汗常,工生系

夕1副 高級寺立技木資格由各市工生系pll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

委員会
～

工生系夕1(中 医)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邊行汗

常。

五、坪申申扱有美要求

(一 )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墾紋実行企

人申扱、民主汗袂、集中/Ak示 、単位推若、主管部日常核、政府

人力資源社会保障部11常査的申扱程序。各市申扱人員由所在市

工汁委、市入社局共同常核后推存;省宣単位申扱人員由単位利

主管部日常核后推存;省工生汁生委宣属単位申扱人員由単位常

核后宣接推若;♯ /Ak有 +1単位申扱人員由人事楷案保管部 11、 現

工作単位共同常核后推存;中宣、部仄駐省単位需提交上象主管

部目的汗常委托函,井姪省人社斤常核同意,方可申扱。

(二 )各 申扱単位要成立考汗工作頷早小俎,采取単位頷早、

人事千部、考汗寺家等咲常的方式,依据申扱人員的人事楷案、

寺立技木楷案,対 申扱人員的学所、任取年限、深題項目、荻業

項目、立墳材料等逃行妹合考汗,井在汗常前按原省人事斤 《夫



子在寺立技木取称汗常中実行公示亦法的通知》(通 人友

[2002]13号 )要求,対 申扱人員的朱合考汗情況利相美材料 (包

括 《近宇省申扱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人員工作実験考核

表》、《基晨申扱人員任現取以来完成寺立技木工作情況表》)在

単位内部予以公示,同 時要没畳意几箱,/Ak布挙扱屯活,指定寺

人接待来労,対反映的同題依据調査炎理原ス1利程序予以炎理。

単位公示叶同不少千 5企工作日,/AN示元昇袂后逐象推存上扱。

(三 )申扱人員要芦格按照有美規定,提供学所、姿所、立

墳成果及其他需要提交的申扱材料。相美材料又須足在取得現寺

立技木姿格后荻得,且庄力申扱寺立或相近寺立的材料,♯ 申根

寺立或相近寺立的立鏡材料不能作力申扱材料。提交沿文的裁止

叶同力申扱年度 3月 31日 (以期千1出 版日期力准),工作実墳、

深題、業励 (以原始任弁ギ或合同ギ、荻業江ギ下込的叶同力准)

等申扱材料的裁止叶同力申扱年度 6月 30日 。任取年限汁算裁

止叶同力申扱年度 12月 31日 。申扱材料分力主巻材料、日1巻材

料、巻外材料二部分。こ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申

扱材料俎巻要求洋兄附件 1。

(四 )墾象実行企人
～

単位双重承労十1。 申扱人員需要准碗、

規疱填写新版 《通宇省寺立技木姿格坪定表》(一式三分,核表

可 在 通 宇 省 人 力 資 源 社 会 保 障 斤 官 方 口 靖

http://―。ln.hrss.gov.cn/下 載 )。 申扱人員須在 《近宇省寺

立技木姿格汗定表》“各注"社 内填写女口下承芳悟井答字:“本人



承芳:所提供的信息和申扱材料真実准碗,対因提供有美信息、

江件不実或逹反有美規定造咸的后果,責任自負,井按有美規定

接受相美炎蜀。"申 扱人員所在単位須在今人承芳内容下填写“承

労推若的申根人員所有材料真実有妓。"井 由常核人答字,か蓋

単位/Ak章 。汗常ミ辻人員的 《近宇省寺立技木資格汗定表》分男1

由本人、単位 (存入本人人事楷案)利澤委会亦事机杓留存。

(五 )継紋升晨浴文栓索査・It工作。申扱人員通辻国家新日

出版恙署図Iit行奄文期千1信息査洵井打FF査・it更 ;通辻中国知回

( http / /acad. cnki. net ) .

( http / /www. cqvip. com ) .

象 普 数 据 庫

万 方 数 据 庫

(http://― .wanfangdatao como cn)逃 行本人沿文信息栓索,

打FF在 銭査洵箸呆天面,内 容皮包合浴文題日、第一作者銘称、

作者単位、友表期千1名 称、友表叶同等信息。

(六 )申 扱人員皮女口実提供本人工作立墳等相美材料,不得

弄虚作仮,対在取称申扱、汗常、公示等不市及汗常錯束后,友

現申清人有弄虚作仮行力井核実的,取消申清人当年わ以后 2年

的申扱姿格,泥入減信楷案,井祝情市追究所在単位わ相美人員

責任。存在常核把美不汗,弄虚作仮,不姪公示,暗箱操作等逹反

政策規定行力的単位及責任人,按照有美規定汗粛炎理。

六、撮巻吋同、地点及有美要求

(一 )根巻叶同

2018年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任取資格汗常釆取口



上申扱々現場常核相結合的方式。各市 (具、区)、 省工生汁生

委宣属単位和省宣其他部 11須 登永近宇省工生汁生委口靖

(―.Lndoh.govo cn)“ 近宇省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及汗常寺

杜",邊入通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澤常系坑,按照杖

限逃行根名信息永入、常核。清各市、省工生汁生委宣属単位、

省宣其他部 |¬ 在日上申扱升始前向二宇省工生系pll高級寺立技

木資格汗常委員会亦事机胸申清用声名。2018年近宇省工生系

夕1高級寺立技木姿格汗常図上申損叶同安羽卜女口下:

1.具 (区 )奴、市象単位数据永入、常核叶同力9月 12日

8叶至 9月 25日 17叶。

2.各市常核具 (区 )、 市象数据的叶同力 9月 13日 8吋至

10月 8日 17叶。

3.省宣其他部日、省工生汁生委宣属各単位数据永入、常核

叶同力 9月 12日 8叶至 9月 25日 17叶。

4.省工生汁生委受理各市、各単位扱巻的叶同力9月 26日

-10月 19日 ,具体叶同安排几附件 2。

(二 )根巻地点

Ii7_宇 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扱巻地点在近宇省

工生汁生委二部一楼 102亦公室 (沈 rEl市

～
平区砂rEl路 266号 ,

咲系屯活 024-31878541,23391953)。 こ宇省工生系夕1(中 医)

高象寺立技木姿格坪常扱巻地点力迂宇省工生汁生委二部二楼

222亦公室 (咲系屯活 024-23388200)。



(三 )有美要求

1.各地、各単位要芦格按照規定叶限永入、常核扱名数据。

rll裁止叶同,申扱系坑杵自劫美同。

2.各地、各単位要対 《Ii7_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扱

汗登泥表》中根汗寺立、汗常炎男1わ汗常坂男1(三坂甲等医院、

省市其化工生汁生机杓、具区象、多鎮坂)Iit行汰真核対,避免

信息永入借渓,影噛汗常工作。

3.申扱工生系夕1正高象寺立技木資格人員須参カロ答丼,答

丼叶同定子 11月 下旬,答丼的具体叶日、地点男行邁知。答丼

人員在提交申扱材料叶需同時提交 PPT文楷光士。PPT文楷的要

求女口下 :

(1)PPT文楷内容主要力申扱人員日前具各的学木水平、

立券技木能力,任現取以来取得的工作立鏡、科研深題失励情況 ,

以及学コ逃修、学木任取等筒要情況,涯扱叶同不超辻 6分針。

(2)PPT文楷格式:須力 office 2007及 以下版本,不允

寺性接祝叛及声音文件。PPT文楷中不允寺包合申扱者姓名、単

位等企人信息,涯扱辻程中亦不能提及,否只1格按逹妃炎理。PPT

文楷命名格式:姓名―申扱寺立一単位.ppt,例女口: 張件―シ肖化―

省医院。ppt。

(3)扱送后的 PPT文楷ヌF力 申扱者答井当夭演示文楷,不

允寺更改替換。

七、其他坪申工作要求



(一 )已姪荻省人社斤授杖俎建工生系夕1高奴寺立技木資格

汗常委員会的各市、自主汗常単位 2018年墾紋按照汗常収限俎

象本地区、本単位工生系夕1高級以称汗常。按照省人社斤 2018

年仝省取称工作部署,墾紋推劫市属三甲公立医院升展自主汗

常,申清自主汗常渠道、方式不交。清相美市工汁委千 9月 24

日前杵 2018年 申清升晨自主汗常的医院名単上扱省工生汁生

委。

(二 )各市、自主汗常単位可結合実体釈板探索念1新 ,制定

本地区、本単位汗常条件、汗常指林体系和汗常方式。か大対寺

立技木人員工作実墳考核,突出寺立技木人オ汗介品徳、能力、

立須早向。各市、自主汗常単位制定的汗常条件不得イK子国家利

省的坪常条件。

(三 )各市、自主汗常単位在俎須実施汗常工作前,庄 当杵

年度汗常工作通知 (庄 包括汗常疱日、申扱条件、汗常亦法、汗

常程序及有美工作要求等事項)以近当方式在本地区、本単位逃

行友布。

(四 )各汗委会俎須召升汗常例会前,由汗常委員会亦事机

杓会同同象人社部11在 “汗委庫"中 随机抽取汗常寺家,俎建年

度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汗常委員会。未幼入 “汗委庫"人

員,一律不得参カロ汗常工作。各汗委会亦事机杓庄逃一歩か大汗

常寺家逃地疱日,逐歩ネト充わ完善現有的“汗委庫"。 対在汗常辻

程中迪規逹妃、菅私舞弊的汗常寺家,冬身取消其汗委姿格,井反



債至所在単位,情市芦重的杵按有美規定炎理。

(五 )各汗委会庄在 2018年 H月 底前完成 2018年度汗常

工作任券,井在 2018年 12月 底前格汗常結果接要求扱省人社斤

各案。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国家
～

省其他取称工作政策規定執行。

附件:1.通宇省工生系rll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申扱材料俎

巻要求

2.2018年通宇省工生系rll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根巻

叶同安羽ト

近宇

(信息公升形式:主劫公升)

ぐ晰

抄送:各市人力資源社会保障局

近宇省工生汁生委亦/Ak室 2018年 9月 H曰 印友

鵬
皿
冊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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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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朧
牌

脳
椰
冊

醜
脚
蠍

朧
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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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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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通宇省工生系列高級青立技木資格坪市

申根材料狙巻要求

通宇省工生系列高象寺立技木資格汗常申扱材料分カ

主巻材料、日1巻材料、巻外材料二部分,相美俎巻要求女口下。

一、主巻材料 :

申扱人員主巻材料須按以下材料順序装資咸巻。隻

FF件須姪単位常核人員答字井カロ蓋単位 /Ak章 后,逐象上

扱工生汁生部 |コ 、人社部日常核井カロ蓋 FF章 。主巻材料

汗常結束后由単位俎鉄人事部 |¬ 留存,不再退述本人。

1.主 巻封面:林 明姓名、工作単位、扱汗寺立、扱

汗資格。

2.本人身分江夏 F「 件。

3.単位公示情況悦明。

4.《通宇省寺立技木資格根汗推存表》(A4妖双面打Fr)3

破格申扱人員男須填扱 《近宇省破格汗定人員常核表》(A4

妖双面打FF)。

5.《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姿格扱汗登泥表》(A4

妖双面打 FF)。 此表通辻通宇省工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

扱汗系坑早出,登泥表内容々申扱系坑提交的信息庄保持一



致。

6.2016年 (合 )以后所年二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考

拭成鏡査洵結果。在汗常申扱前,申 扱人員通辻近宇省工生

和汁表1生 育委員会官図 “通宇工生寺立技木資格考拭及汗

常" 寺杜逃行咸墳査洵井打 F「 査・it結 果天面。

7.学所、資所江ギ夏F「 件。包括学所江ギ、学位江ギ、

取称江ギ、医りT資 格江や、医りT執立江ギ、伊士執立江ギ、

燃象医学教育合格江ギ等隻FF件。

8.《城市医生至1水村医庁机杓服券情況基定表》或 《城

市医生免千至1水村医庁机杓服券常核表》。

9。 《通宇省申損二生系夕1高象寺立技木資格人員工作実

墳考核表》(■区奴及以上医庁工生机杓人員填写 )。

10。 《基晨申扱人員任現取以来寺立技木工作完成情況

表》(多 鎮工生院等基晨医庁工生机杓人員填写)及相美佐

江材料夏F「 件。

11.符 合カロ分条件的相美江明文件、荻業江や、科研渫

題任外ギ或合同ギ常批件的隻F「 件。

12.沿 文夏 F「 件,包括期千1封面、版板天 (FF有期千1主

管単位、主亦単位、端輯、中国林准千1号和出版叶同)、 日

永、正文、期千1及港文栓索江明 (附在相庄港文后面)。 省、

市象医庁工生机胸申扱人員提交 2015年 3月 31日 后友表的

港文述需提供相庄 《医学寺立染志目永》隻F「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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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取得現寺立技木資格以来近 5年十立技木人員年度

考核登泥表夏F「 件。

14.企 人恙結材料 (内 容包括:本人基本情況、任現取

以来参加学コ逃修情況、学木任取、科研深題業励情況、国

内、省内学木地位、立弁技木能力、工作立鏡等情況,不少

千 3000字 )1分。

15。 其セ材料 :

(1)申 扱工生技木管理寺立人員提供任頷早取券文

件夏FF件 ,一般管理関住人員由単位提供管理関位工作

時円江明。

(2)免考拭、免答井的援外、援彊、援蔵人員提供派

ill相 美文件;符 合免拭条件的多鎮工生汁生机杓人員提供

具 (区 )工生汁生主管部 11出 具的基晨工作年限江明。

(3)高 退休人員
～

外省在我省工作的工生汁生寺立

技木人員需由聘用単位出具現水事二生汁生寺立技木工

作及在聘用単位工作年限的江明。

二、副巻材料

冨1巻材料包括取称江ギ、執立資格江ギ、燃紋教育

合格江ギ (基晨申扱人員提供盤紋教育学分江 )、 荻失江

ギ等原件。百1巻材料常核后返述申扱人員。省工生廿生

委宜属単位、省宣其他単位及破格 申扱人員冨1巻材料需

同時提供浴文原件。



三、巻外材料

1.《 近宇省寺立技木資格汗定表》一式三分 (A4妖双

面打FF,貼好照片),汗定表封面需か蓋単位公章,単位名

称需々か蓋的単位公章一或。

2.《近宇省工生系夕1高級寺立技木資格扱汗登泥表》(一

分 )。

3.《 近宇省破格汗定人員常核表》(一 式三分,破格人

員提交 )。

4。 一張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照片背面写清姓名,貼

在其中一分汗定表封面上。

滉明:申 扱材料中需要提交的各紳表格均可通辻通宇省

工生
～

汁裁1生育委員会官図 “通宇省工生寺立汁木姿格考拭

及汗常"重点寺題杜下載。



附件2

2018年通守省工生系列高象寺並技木資格坪申扱巻吋同安‖ト

序号 吋同 単位

1 9月 26日 (W3) 省工生汁生委宣属単位

９

］ 9月 27日 (W4) 省宣其他単位

3 9月 28日 (W5) 鞍山鋼鉄公司

4 9月 29日 (W6) 通河油田分公司

5

10月 9日 (W2)

萌声島市工生汁生委

6 盤錦市工生it生委

7

10月 10日 (W3)

通田市工生汁生委

8 菅口市工生汁生委

9

10月 11日 (W4)

鉄蛉市里生汁生委

10 本渓市工生it生委

10月 12日 (W5)

丹木市工生it生委

０
ろ 錦州市工生汁生委

13

10月 15日 (Wl)
阜新市工生汁生委

14 挑順市里生it生委

15 10月 16日 (W2) 朝田市工生汁生委

16 10月 17日 (W3) 鞍山市工生汁生委

17 10月 18日 (W4) 大違市工生汁生委

18 10月 19日 (W5) 沈田市工生汁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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