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回族目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宁人社函〔2020〕109号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美于做好2020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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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直各有关部门、直属事

业单位,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中央驻宁单位‥

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宁党办〔2017〕94号)、《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宁人社

〔2018〕132号)和2020年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精

神,现就做好2020年全区职称评审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规范职称评审程序

(一)制定计划。各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系列评审

单位按照《2020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时间表》(见

附件1)确定的时间,抓紧制定职称评审安排计划,经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核备案后印发。认真做好评审材料受理、审

核、整理汇总等工作,确保评审会议按计划进行。备市、县(区)

职称评审时间参照附件1执行。

(二)个人申报0 2020年职称申报、审核、评审等工作在

“宁夏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系 统一职称评审”



(http‥//218.95.135.211:8005/zcps/)进行,相关操作说明和

教学视频可在网靖首页下载。职称申报按照个人申请、单位推荐、

主管部门审核、评审委员会评审的程序进行0

1.网上报名时间为5月1日至6月5日,申报人根据职称评

审系列和层级选择评审活动(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要在报名前完成

网上注册)。中小学教师、经济系列网上报名时间另行通知,自

主评审单位网上报名时间由各单位自主确定0

2.网上填写申报材料,经单位审核后捉交到相应系列评审委

员会评审。毕业证、学位证、学历认证报告以及继续教育学时等

有关证明材料上传电子版,无需捉供纸质证件;申报高级职称的∴

须上传论文全文word电子版。申报人员须捉供相关业绩、学术

一成果等证明材料,对本人填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因个人信息填写错误、资料漏报等情况

造成的后果由个人承担。

(三)公示推荐。用人单位要纽织好申报推荐工作,认真审

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按规定公示申报人的申报材料目录、投诉

受理部门及电话,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

人员出具推荐报告,说明推荐意见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对

不推荐的申报人,应及时遇回申报材料并说明原因。

(四)逐级审核。各级人社部门和评审单位在申报工作开始

前完成网上信息注册。人社部门按照行政区划和属地笛理原则,

对申报单位注册信息进行审核(重点审核注册单位是否为本地企

事业单位,是否具有评审权限)。评审单位要按照系统操作说明



完成评审准备工作,包括完善评委专家库、纽建评审委员会。要

按照规定时间发出评审活动通知(标题要明确评审范围、系列名

称、评审层级;内容要明确申报时间、所需材料清单和受理单位

联系方式等)。要按照评审条件对申报人员提交材料严格审核,

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审委员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

评审程序报迷的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迭渠道退回并告知申

报人。

l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①干评不一致的;②不符

合评审条件的;③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报迭材料的;④未经或未按

规定进行公示的;⑤捉交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⑥其它不符合职

称政策规定的。

(五)审查备案。召开评审会前15天,各评审单位要将审

核情况、评审工作方案进行报备。县区职称评审委员会报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自主评审单位报评审系列主管部门和自治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其他各系列评审委员会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未经同意不得召开评审会。会后及时将评审结果报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报备审查须提供以下材料:审核情况及召开评审会议的报告

(含申报情况、资格审核情况、评审会时间、拟抽取评委等情况)、

申报人员花名册、职称评审一览表、破格申报参评说明、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登记表、系列职称事业单位申报推荐数量备案

表、|中国知网论文查重结果一览表。

|评审结果备案须提供以下材料‥评审结果、评委名单、表决



票汇总表、评审工作总结等。

(六)证书发放。评审工作要全程在评审系统中操作,包括

材料审核、专家抽取、答辩评分、专家意见、投票表决、证书审

核等环节。评审会议结束后应在1个工作曰内完成评审结果审

核。各市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评审单位要按照“谁核准公布、

谁负责管理”的原则,做好电子证书数据整理、核准和发放工作,

确保电子职称证书信息准确无误。评审通过人员可在职称申报系

统查询和下载电子职称证书,需要使用电子职称证书时,可通过

电子职称证书“资格核验”功能随时查询。

二、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一)分层分类修订评审条件。今年要全面完成各系列(专

业)评审条件修订工作,有关单位要结合区情和行业发展实际,

广泛听取用人单位、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意见建议,把政治恩想、

职业素养、知识更新、专业能力、实绩贡献等作为衡量专业技术

人员的重要条件,充分发挥人才评价的激励导向作用,引领广大

专业技术人员立足本职、干事创业。高教、农业、卫生计生、文

博、图资、群文、艺术、出版等系列职称评审标准条件要在5月

底前完成初稿。今年,自然科研系列、实验系列、工程系列各专

业可参照新旧两个条件评审进行过渡,已完成新旧条件过渡的系

列全部使用新条件评审。

(二)做好职称与职业资格、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有效衔接。

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术职业资

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宁人社发〔2019〕55号),统筹



做好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的衔揍工作,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

业资格即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

一级职称的条件。按照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贯通工

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宁人社发〔2019〕98号),工程技术领域取得高级技师、技

师、高级工资格的技能型人才,符合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

条件的,可申报工程系列对应专业副高级、中级、初级职称,促

进两类人才深度融合,培养一支具有干匠精神的复合型人才队

伍,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三)推进职称评价与用人制度有效衔接。对全面实行岗位

管理、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与岗位职责密切相关的事业单

位,一般要在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聘。一是高、中级岗位

空缺较多酌单位,合理控制申报推荐数量∵有计划地每年根据工

作需要申报推荐,逐步控制到岗位设置比例限额内。三是现有任

职资格人数达到或超过相应岗位设置数单位'原则上不再纽织申

报推荐。对工作业绩突出、贡献较大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扎实工作、

业绩突出、年龄较大的专业技术人员,用人单位要进行专题研究,

并出具书面推荐(明确推荐理由),经上一级人社部门或自治区

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后申报。人社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对超岗位职

数申报的人员要从严审核,认真核对申报人年龄、业绩成果和用

人单位推荐理由,对推荐人员业绩较弱、弄虚作假通过审核的,

取淌申报资格并追究审核单位的责任。三是对不实行岗位管理的

单位,以及通用性强、广泛分布在备社会组织的职称系列和新兴



行业,可采取评聘分开的方式,但要根据本单位人才状况和发展

需要适当控制申报比例,防止降低标准、降格以求。四是鼓励具

有正高级职称评审权限的自主评审单位探索实行以聘代评,在单

位设定岗位结构比例内,可根据岗位和工作需要自主聘任专业技

术人员。业绩贡献突出,能力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受职

称层级、任职年限、学历等限制,直接聘任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实行以聘代评的单位要制定聘期考核办法,严格执行聘期制,切

实做到“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激励

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事业单位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根据自治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

管理平台中岗位设置、实有人数等数据进行审核,符合申报条件

的单位可填报《事业单位职称申报推荐数量统计表》(附件2)

进行推荐;自治区各系列评审委员会和地级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通过自治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审查,并填报《系

列职称事业单位申报推荐数量备案表》(附件3)。

(四)扩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范围゜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在以往职称评审权限下放的基础上,继续

扩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范围。将高等学猿教师系列正高级及以下

职称评审权限下放到各高等院校。将自然科学研究系列正高级及

以下、实验、档案、图资系列副高级及以下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至

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师范学院。将农

业系列正高级职称评审权下放到自治区农科院(评审本单位人

员)、副高级职称评审权限下放至各地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五)对防控疲情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给予倾斜。对援鄂医疗

队员以及在我区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隔离病区(病房)中

直接接触确诊病人、疑似病人的医务人员和受到自治区级及以上

表彰奖励的一线医务人员,可不受任职年限、继续教育学时、单

位岗位结构比例、业务能力考试、论文论著等限制直接报考初中

级职称或申报高一级职称。对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以及参加新

型检测试剂、抗体药物、疫苗、诊疗方案、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

学研究等疫情防控科研玫关一线人员,可提前一年报考或评审高

一级职称一次,并对2020年继续教育学时不作要求,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经历视同一年基层服务经历,申报高级职称时可不受单

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对疫情防控中的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历、

诊疗方案、流行病学报告、病理报告等均可作为成果,对论文不

作硬性要求。对其他各领域参与疫情防控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疫情防控所取得的工作成果、工作患结、专题报告等,可作为参

评职称的重要业绩成果。

.(六)建立民营企业职称评审“直通车”。民营企业高层次

专业技术人才、急需紧缺人才、优秀青年人才符合《宁夏回族自

治区突出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职称评审办法》(宁人社发

〔2018〕80号)的,可直接申报相应级别职称。企业博士后获

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或主持自治区级以上科研项目,出站

后继续留在企业的可直接认定副高级职称,达到正高级职称评审

标准的可直接申报正高级职称。对民营企业相对集中的系列(专

业)对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实行单独分纽、单独评审,或自主



开展民营企业专项评审。专业技术人才因驻外或其他原因确实不

能参加现场面谈评审的,系列评审委员会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

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远程面谈评审。

三、完善职称评价体系

(一)优化职称评审方式。各系列评审委员会可采用以考代

评、考评结合、考核认定、个人述职、面试答辩、业绩展示、面

试评审相结合等多种方式进行评审。高级职称评审必须设置业绩

述职面试环节,对专业技术人员拟捉交面试答辩的论文、案例、

论著或工作报告等资料,要先行纽织专家进行盲评,并填写高级

职称学术成果迭审专家评议登记表和汇总表(见附件4、5)。盲

评采用A、B、C三级评分办法(其中A为质量较高、B为质量一

般、C为质量较低),参与盲评专家对资料必须明确给予A、B、

C三个等次的评价结果,并针对资料捉出2-3个与专业有关的问

题(面试时作为提间的重要参考)。高级经济师继续采取“考评

结合”的方式,参评高级经济师(含农业经济专业)必须参加全

国统一的专业考试,成绩达到合格标准。

(二)推行论文、科研戍果代表作制度。申报人员捉交的论

文、科研成果必须与申报评审专业(学科)相符,并能集中体现

本人的专业学术水平。对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有效解决业

内难题的论文、科研成果,经本专业两名正高级职称人员实名推

荐(须说明推荐理由),可作为申报人代表作。对提交代表作的

申报人降低评审条件中论文、科研成果数量的要求。各评审单位

要继续加大论文网络核查、数据检索和查重力度,在知网、万方



等网站检索不到的论文、盲评为C等次的业绩成果的,不得提交

相应系列职称评审会°申报高级职称论文查重相似度达到40%以

上的、论文和著作经评审专家审核质量不能代表申报层级水平

的,.均不得通过相应系列职称评审。

(三)对外语和计算机水平不作统一要求。对外语和计算机

水平确有要求的,由用人单位和各系列评审委员会根据岗位和专

业需求,自行设置标准和测试方式。对已往参加过职称外语考试

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合格的人员,成绩可作为2020年继续教

育公需课学时,其中职称外语可代替公需课40个学时,全国计

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每个模块可代替公需课10个学时。

i四、落实职称评审管理规定

(一)完成新一轮职称评审委员会备案。各评审单位要认真

学习贯彻《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40号),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程序,加强职称评审管理,保

证职称评审质量。落实职称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管理制度,各系

列(专业)要按照专业化纽建、同行评议和业内认可的原则,遵

选本系列或相近系列专家,及时更新评委专家库,加强动态管理,

完善退出机制。要建立异地交流评审制度,各市在高级职称评审

中,.本地专家不超过三分之一。各评审单位主要负责人原则上不

得进入评审委员会。未经备案的评审委员会一律不得开展职称评

审工作,其评审行为一律不予认可06月初前评审单位要将评审

委员会专家库名单、评委员会名单、职称评审工作方案报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评审委员会和专家库名单不得对外泄露。



(二)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各评审委员会和用人单位要建立

完善内部监督机制,将职称评审工作作为廉政风险防范的重要

内容,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评审委员会要与评委签

订遵守评审纪律承诺书,有条件的评审委员会可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参与监督,建立全程监督机制。对评审过程中发现或

群众举报的违规违纪行为要及时认真进行核查,坚决杜绝评委和

相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间题的发生。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要加骚评审监督检查和指导,督促评审单位加强职称评审工作

的纪律教育,进一步规范评审工作程序,强化监督和制约机制。

(三)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行业

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随机抽查、巡查和复核力度。对职称申报、

推荐、评审等环节要严格实行“谁审核、谁评审、谁负责”的

管理责任制,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

责任。各级评审委员会不得擅自扩大评审范围或随意降低评价标

准。对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中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的人员,

各市、各部门(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予以严肃

处理,并按照干部笛理权限视情节轻重予以党纪政务处分。对在

职称申报评审中弄虚作假的单位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现行有关政策执行。工

作中如遇政策调整,按新的政策执行。

附件:1.2020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时间表

2.事业单位职称申报推荐数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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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列职称事业单位申报推荐数量备案表

4.2020年度申报高级职称学术成果迷审情况汇总表

5.高级职称学术成果迷审专家评议登记表

自治区

11

(此件公开发布)

r

A

田
主啦啦寒摇肄绅垂声〆



附件1

2020年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时间表

序号 系列名称 
网上报名 时间 评审会 时间 

受理部门 联系电话 

1 播音 

初级 中级 高级 

5月1日至 6月5日 

7月上旬 自治区播音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人事处) 0951-5117056 

2 文学创作 

初级 中级 高级 

7月上旬 自治区文学创作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文联机关党委) 0951-3971015 

3 .审计 高级 7月上旬 自治区审计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审计厅办公室) 0951-5019580 

4 体育 

初级 中级 高级 

5月1日至 6月5曰 

7月中旬 

自治区体育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体育局人事处) 0951-5602812 

5 出版 高级 自治区出版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版管理处) 0951-6669734 

6 公证 

初级 中级 高级 

5月1曰至 6月5曰 

7月中旬 

自治区公证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处) 0951-8594120 

7 律师 

初级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律师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司法厅律师工作处) 0951-411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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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社科 
初级 中级 高级 5月1日至 6月5曰 

7月下旬 自治区社科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社科院人事处) 0951-2074228 

9 统计 高级 

5月1曰至 6月5日 

8月上旬 自治区统计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统计局人事处) 0951-5677021’ 

10 会计 高级 8月上旬 自治区会计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 0951-8553173 

11 档案 

初级 

5月1.曰至 6月5日 

8月中旬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档案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档案馆机关党委人事处) 
0951-6667021 

12 新闻 

初级 中级 

8月下旬 

设立中级评审委员会的单位(地区) 

高级 

.自治区新闻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报纸靳闻网站) 

(宁夏曰报报业集团人事处) 
0951-6020163 

自治区新闻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广播电台、电视台) 

(宁夏广播电视台人事处) 
0951-5117056 

13 自然科研 
初级 中级 

8月下旬 

设立中级评审委员会的单位 

0951-5032700 

高级 自治区自然科研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科技厅人事处) 

14 .实验 
初级 中级 

设立中级评审委员会的单位 

高级 自治区实验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科技厅人事处) 

13.



15 技校 

初级 中级 高级 

5月1日至 6月5日 

9月上旬 自治区技校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人社厅职建处) 0951-5099012 

16 党校 
初级 中级 高级 

9月下旬 自治区党校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党校人事处) 0951-6660163 

17 高教 

初级 中级 高级 

9月下旬 

各高校 

18 中专 

初级 中级 高级 

自治区中专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处) 0951-S559061 

19 艺术 

初级 

5月1日至 6月5曰 
9月下旬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艺术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 
0951-6023411 

20 群文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群文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 0951-6023411 

21 图资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图资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 0951-6023411 

22 文博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一中级 高级 

自治区文博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 095L6023411 



23 
农业 

初级 

9月下旬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各地级市人社局 

高级 自治区农业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人事处) 0951-5169815 

24 工程 

公路 工程 

初级 

5月1日至 6月5日 

10月中旬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人事处) 0951-6076920 

地质 矿产 工程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人事处) 0951-5035362 

机械 工程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宁夏机械工程学会) 0951-5052102 

环境 工程 

初级 各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宁夏机械工程学会) 0951-5052102 

其他 

初级 各县(区)人社局 

中级 高级 

自治区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宁夏机械工程学会) 0951-5052102 

通信 工程 

高级 

10月中旬 

自治区工程系列通信专业高级评审委员会(宁夏通信学会) 0951-5166818 

水利 工程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各地级市人社局 

高级 自治区水利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水利厅人事处) 0951-5552028 

建筑 工程 

初级 各市、县(区)人社局 

中级 各地级市人社局 

高级 
自治区工程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工信厅人事与老干部处,具体受理 

部门‥宁夏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0951-505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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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工艺美术 

初级 中级 高级 

5月1日至6 
10月中旬 

自治区工艺美术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工信厅人事与老干部处, 
0951-5055228 

月5曰 具体受理部性 宁夏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26 
经济 高级 另行通知 

自治区经济系列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工信厅人事与老干部处,具体受理 
部门:宁夏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0951-5055228 

27 
卫生 高级 

5月1日至6 月5日 

11月下旬 

自治区卫生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人事处) 
0951-5054491 

28 计划生育 高级 自治区计划生育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人事处) 

29 中小教 

初级 

另行通知. 11月下旬于 

各县(区)人社局 

中级 各地级市人社局 

高级 
自治区中小教系列高级评审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厅人事处) 

和各地级市人社局 
0951-5559061 

备注 

1∵经网上报名并取得确认受理单后,按照职称申报程序上报纸质材料02.区直部门初中级评审和高级评审同步进行。各市、 

县(区)中、初级评审时间参照进行,11月下旬前完成评审。银川市人社局电话:0951-6889350(事业)0951-6888902; 

石嘴山市人社局电话:0952-2012068;吴患市人社局电话:0953-2037615、2036318;囤原市人社局电话‥ 0954-2076783、 

中卫市人社局电话:0955-7063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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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事业单位职称申报推荐数量统计表
年 月 日

项 

目 申报单位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现有资 专技 已聘 待聘 

拟推荐数 

现有资 专技 已聘 待聘. 

拟推荐数 

现有资 专技 已骋 待聘 拟推 

格人数 岗位敢 人数 人数 格人数 岗位数 人数 人数 格人数 岗位数 人数 人数 荐数 

总计 

申报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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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系列职称事业单位申报推荐数量窑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曰

申报 单位 

结构比例核准 职称数 

现有职称人数 实聘人数 未聘人数 申报人数 

正 副 中 初 小 正 副 中 初 正 副 中 初 正 副 中 初 正 副 中 初 

高 高 级 级 计 高 高 级 级 高 高 级 级 高 高 级 级 高 高 级 级 

区直单位 

银川市直 

兴庆区 

金凤区 

西夏区 

灵武市 

永宁县 

贺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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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 

大武口区 

惠农区 

平罗县 

吴患市 

利通区 

红寺堡.区 

同心县 

青铜峡市 

盐池县 

固原市 

原州区 

西吉县 

隆德县 

溢原县 

彭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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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 

中宁县 

海原县 

宁东地区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县(区)人社部门盖章 市级人社部门盖章 

年月 日 年月 日 

负责人签字 

自治区系列评审委员会盖章 

年月 日 

备注:区直部门要明确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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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0年度申报高级职称学术成果送审情况汇总表

序 I‥‥l 亏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专业 名称 

题目 
申报职 称等级 

联系电话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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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高级职称学术威果送审专家评议登记表

学科名称 

拟晋升专业技术 

职务 

迭审学术成果题目 

综 合 评 审 意 见 

(具体学术价值评价意见‥即选题的前沿性、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研究结 

果的可靠性和总体评价意见等) 

捉 出 专 业 学 术 间 题 

评定等次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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