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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各相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职称评审

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17〕115 号）要求，现就本年度卫

生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及申报材料等事项通知如

下：  

一、申报、报送程序  

申报工作按照个人申报、单位民主评议推荐及审查、主管部

门审核推荐的程序进行（具体要求见附件 1）。  

二、相关政策要求  

（一）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度职

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17〕115 号）要求，由枣庄

市卫生技术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受理本市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申报卫生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材料。  

（二）各单位（部门）严格按照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数量、

专业特点和需求，做好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申报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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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专业须从《山东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

业目录》（见附件 2）中选择申报，原则上不允许跨专业申报。

未划分三级学科专业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申报专业选择填

写“内科”、“外科”等二级学科专业。  

申报类别为临床、中医（中西医结合）、口腔、公共卫生和

护理专业的申报人员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且执业范围与

申报专业相符。申报“全科医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须具有

注册范围为全科医学的医师执业证书。  

（四）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岗位调整需要改系列（专业）申

的，应在现聘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满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方可推荐申报。未按规定取得相应系列

（专业）资格的，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国家

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非企事业单位人员交流到企事业单位卫生专业技术岗位上

工作的，须在现工作岗位从事相关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以上，经

考核合格符合相应条件，方可申报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五）申报人员按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推荐申报。劳务派遣

人员须经劳务派遣单位和申报人现工作单位同意后推荐申报，申

报材料需加盖两个单位的公章。人事代理人员须经人事代理机构

和现工作单位同意后推荐申报，申报材料需加盖两个单位的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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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据原省卫生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城市

医生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前到农村服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鲁卫人发〔2010〕5 号）规定，晋升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前须完成到基层服务的要求。  

（七）晋升高一级职务资格前，按照规定参加继续医学教育

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继续教育要符合本年度晋升职称学分要

求。  

（八）职称外语考试成绩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应考科目

（模块）合格证不再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的必要条件。已

经取得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等政府组织或社会认可

的各类证书，可在申报材料时一并提交，作为评审的参考依据。

对申报人员的论文、科研成果不做硬性规定，只作为评审的参考

条件。 

（九）破格申报的须符合原省人事厅《山东省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破格申报指导条件（试行）》（鲁人发〔2005〕15

号）的标准要求，外语、计算机考试成绩不作为破格晋升的必要

条件。破格申报人员需参加统一组织的业务能力测试，具体时间

另行通知。  

（十）申报人员各种年限计算的截止时间均为 2017年 12月

31日；论文、著作、科研成果、奖项等材料截止时间至 2017年 11

月 30 日。  

（十一）评审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局等三部门《关于调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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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职务评审费收费标准的通知》（鲁价费发〔2000〕235 号）

和省财政厅《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费分配问题的复函》（〔2001〕

鲁财综函 12 号）的规定执行。  

三、报送时间、地点   

请各区（市）、各单位于 2017年 12 月 15日前将申报材料

报送至市直机关综合服务楼 213 房间， 具体报送时间另行通知，

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材料汇总后报送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四、有关要求   

（一）各区（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职称评审工作，切实

做好政策宣传和信息公开，使申报人员及时、全面、准确了解相

关政策和要求。  

（二）加强领导，明确责任，组织好材料的填写、审核和报

送工作。申报材料上报后一律不得更换、补充及修改。材料应由

各呈报单位负责上报，不收取申报人员个人报送的材料。  

（三）各单位要强化公示制度，实现申报、推荐全过程公开，

严禁简化程序，严格落实回避制度。  

（四）对职称申报、推荐工作严格实行“谁审核，谁负责”

的管理责任制。对弄虚作假、营私舞弊的人员，按照《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人社部令第 18 号）、《关于处理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违反政策纪律问题的暂行规定》（鲁人职

〔1994〕9 号）及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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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卫生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申报相关程序及材料要求 

2.山东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业目录 

 

 

 

                          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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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申报程序 

（一）网上申报。2017 年度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申

报评审工作使用“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申报单

位及个人可通过浏览器打开网址 http://124.128.251.110:8185

/，进行注册填报。该系统登录页面有“下载资料”，申报人员

可下载系统使用说明书查看。 

（二）成立专家委员会。单位成立 7 人以上的专家委员会（或

学术委员会），成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为人正派、办事公

道。其中在一线专职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应占到 80%以

上，对申报人的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业

绩贡献等进行综合评价，提出推荐名单。单位根据专家委员会的

推荐名单，最终研究确定推荐人选，推荐结果及被推荐人相关材

料，经张榜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方可推荐上报。 

（三）所在单位组织填写申报材料。请申报人员按要求认真

填写选项，《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中未进行的项目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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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或“未进行”，“现从事专业”栏需填写本人申报的专业。

信息核准后，本人在诚信承诺书中签字确认。 

（四）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重点审查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内容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并依据纸质材料对电子信息进

行核对，核对无误后提交电子信息，将纸质材料上报。 

（五）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申报材料逐级审核无误后集中上

报。 

（六）所在单位报送。由申报人打印《2017 年度山东省卫

生高级职称申报人员电子信息确认表》，经申报人及各级管理部

门对确认表逐级审核、签字盖章后，按规定时间报送至市卫生计

生委留存备查。 

二、报送材料及要求 

（一）申报人员需提供的材料 

1. 《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原件 4份（A3 纸型，须

为系统导出，双面打印）。 

2. 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指同级别），须呈报《改

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表》原件一式 4份，同时需

报送《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原件 2份。 

3.申报卫生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提交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专

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的工作总结 1份，该总结须经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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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确保真实性。 

4.提交全日制学历、后学历及学位证书原件。专科起点的本

科需同时提交专科毕业证原件。学历、学位证书丢失的，提交本

人档案中“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单位审核后，由审核人签字，

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学历、学位证书丢失的同时携带申报人

的人事档案备查。 

5.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原件，现任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表复印件 1 份及单位聘任文件或聘书原件，单位岗位设置后的事

业单位人员聘任审批表或花名册。 

6.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书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原

件。 

7. 2012-2016 年度考核表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8.《“六公开”监督卡》1 份，《申报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单位专家委员会推荐表》1份。 

9. 执业注册类别为临床、中医（中西医结合）、口腔、公

共卫生和护理专业的申报人员提交相应的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

原件。申报护理专业人员提交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10.《城市医生到农村或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情况鉴

定表》或《城市医生免于到农村或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情

况审核表》。按鲁卫人发〔2010〕5号规定未纳入支农范围的城

市卫生技术人员，完成 1 年卫生支农任务的，也可提交《城市医

生到农村或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情况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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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任现职以来的代表性论文或著作原件。论文和著作累计

不超过 3 件； 

医学中文杂志须具有 CN—R 刊号，提交时同时提供在中国知

网、维普数据库或万方数据库等主要网络数据平台的论文在线查

询结果打印页面，内容应包含论文题目、作者名称、作者所在单

位、发表期刊名称、发表时间等信息。打印页面由所在单位审核

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经 SCI 收录的文章须提交具有相关检索资质机构出具的检

索证明，同时提交论文的中文译本。 

12. 任现职以来的代表性科研成果或专利累计不超过 3件； 

通过鉴定的须提交项目鉴定表，且项目鉴定表课题承担人一

页应有鉴定部门的公章，已结题的提交结题相关材料； 

科研成果获奖的应同时提交项目鉴定表或结题相关材料、获

奖证书及获奖公报（光荣册）原件。 

立项类科研成果须提交相关立项材料。 

13.任现职以来获得的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授予的与本职

工作相关的荣誉称号及专业学术团体兼职等证书或文件原件，累

计不超过 3 件。 

14.执业类别为临床、中医（中西医结合）、口腔专业且在

病房工作的申报人员，提交能够充分体现申报人任期内专业技术

水平的原始病历 2 份，并由所在单位审核盖章。不能提供病历的，

由所在单位出具无病房工作证明，说明原因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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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经组织安排参加援外、援疆、援藏、援青、援川等医疗

服务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并提交相应证

明材料。 

16.事业单位“双肩挑”人员申报职称，应提供按照《关于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发

【2008】71 号）规定办理的审批手续。 

17.申报人员有行政职务的须提交任命文件复印件，加盖单

位公章。 

18.平转或转岗的申报人员提交本单位出具的在现专业技术

岗位工作满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

证明材料。 

19.破格晋升的人员，由所在单位出具破格晋升推荐报告 1

份，报告中写明符合原省人事厅《山东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破格申报指导条件（试行）》（鲁人发〔2005〕15号）中

的第几条、第几款，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呈报部门需提供的材料 

1．送审报告 1 份。送审报告主要说明本年度申报人员的基

本情况，申报人员数量等内容。 

2.申报人员花名册 1份。呈报部门使用“山东省人事人才管

理信息系统”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3.经申报人签字确认并逐级审核盖章的《2017 年度山东省

卫生高级职称申报人员电子信息确认表》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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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报人员全日制及后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装订成册

1本。 

5.申报人员中人事关系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的，提交其所在单位的医疗机构代码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复印件各 1 份。 

（三）有关表格填写要求 

1.申报表格中的项目不能漏填，无需填写或没有的填“无”。

申报材料中填写的“工作单位”、“呈报单位”名称须与公章一

致。 

2.“学历”应填报国家承认的学历。评审依据学历的专业须

与申报专业一致或相近，且本科及以下后学历须满三年。《山东

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中的学历填写分别为“博士研究生、硕

士研究生、大学、大专、中专、高中及以下”；1970-1977 年恢

复高考制度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学历填写“大学普通班”；

1993-1997 年入学并取得“山东省干部教育验印专用章”验印的

学业证书，填写“省业余大学、大专”。大专（中专）专业证书

不属于国家承认的学历。 

3.“聘任时间及年限”中“聘任时间”填写第一次受聘现任

专业技术职务的时间，“年限”则填写累计聘任年限。 

4.“论文、著作”栏的填写： 

（1）提供任现职以来反映本人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代表

作，按水平高低顺序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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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学中文杂志只填写 CN 号；经 SCI 收录的医学专业论

文填写 ISSN 号；  

（3）“时间”填写期刊或著作的出版时间：×年×月×日；  

（4）“题目”的填写，先注明“论文”、“著作”，然后

填写文章名称。如“论文：《××药物治疗××病的临床效果分

析》”； 

（5）“期刊或出版社”填写期刊或出版社的法定全称。 

5.“科研成果、专利”栏的填写： 

（1）要填写任现职以来的科研成果；  

（2）同一成果的不同奖项只填写最高奖项；  

（3）“时间”填写证书落款时间，×年×月×日；  

（4）“位次”填写：成果、受奖等系个人独立完成的填写

“独立”；与他人合作完成的，采用申报人位次/合作人数的填

写法，如：申报人为第 1 位完成人，系 3 人合作完成的，填写：

1/3，依此类推。国家级科研成果主要完成人指前 10 位人员，省

级及以下科研成果主要完成人指前 5 位人员。 

6.申报人员的档案材料，须装入评审档案袋内。封面上注明

申报人姓名、工作单位、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及申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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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代码 专业名称 执业资格 代码 专业名称 执业资格 

A10 全科医学 临床 A142 儿童保健 临床 

A11 内科学 临床 A143 妇女保健 临床 

A111 心血管内科学 临床 A15 儿科学 临床 

A112 呼吸内科学 临床 A151 小儿内科学 临床 

A113 消化内科学 临床 A152 小儿外科学 临床 

A114 肾内科学 临床 A16 健康教育与促进 临床 

A115 神经内科学 临床 A17 皮肤与性病学 临床 

A116 内分泌学 临床 A18 急救医学 临床 

A117 血液病学 临床 A19 重症医学（ICU） 临床 

A118 传染病学 临床 A1A1 眼科学 临床 

A119 风湿与临床免疫学 临床 A1A2 耳鼻喉（头颈外科）学 临床 

A11A 结核病学 临床 A1B1 精神病学 临床 

A11B 老年医学 临床 A1B2 心理治疗 临床 

A11C 职业病学 临床 A1C 疼痛学 临床 

A11D 肿瘤内科学 临床 A1D1 放射医学 临床 

A12 外科学 临床 A1D2 超声医学 临床 

A121 普通外科学 临床 A1D3 核医学 临床 

A122 骨外科学 临床 A1D4 放射治疗学 临床 

A123 胸心外科学 临床 A1D5 临床医学检验学 临床 

A124 神经外科学 临床 A1D6 临床病理学 临床 

A125 泌尿外科学 临床 A1D7 临床输血 临床 

A126 烧伤外科学 临床 A21 口腔医学 口腔 

A127 整形外科学 临床 A22 口腔内科学 口腔 

A128 肿瘤外科学 临床 A23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 

A129 康复医学 临床 A24 口腔修复学 口腔 

A12A 麻醉学 临床 A25 口腔正畸学 口腔 

A13 妇产科学 临床 A30 护理学 护理 

A131 妇科学 临床 A31 内科护理 护理 

A132 产科学 临床 A32 外科护理 护理 



 

 - 14 - 

A14 计划生育 临床 A33 妇产科护理 护理 

A141 妇幼保健 临床 A34 儿科护理 护理 

代码 专业名称 执业资格 代码 专业名称 执业资格 

A35 门诊护理 护理 A5B 中医推拿学 中医 

A36 社区护理 护理 A5C 中医针灸学 中医 

A37 其他护理 护理 A5D 中医皮肤与性病学 中医 

A38 中医护理 护理 A5E 中医肛肠科学 中医 

A40 疾病控制 公卫 A5F 中西医结合学 中医 

A41 公共卫生 公卫 A5G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医 

A42 环境卫生 公卫 A5H 中西医结合外科学 中医 

A43 职业卫生 公卫 A61 中药学   

A44 营养与食品卫生 公卫 A62 临床药学   

A45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 公卫 A63 医院药学   

A46 放射卫生 公卫 A71 心电学技术   

A47 传染病控制 公卫 A72 神经电生理（脑电图）技术   

A48 慢性非传染病控制 公卫 A73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A49 寄生虫病控制 公卫 A74 临床病理学技术   

A4A 健康教育与促进 公卫 A75 放射医学技术   

A4B 卫生毒理 公卫 A76 超声医学技术   

A4C 妇女保健 公卫 A77 肿瘤放射治疗技术   

A4D 儿童保健 公卫 A78 口腔医学技术   

A51 中医全科医学 中医 A79 核医学技术   

A52 中医内科学 中医 A7A 康复医学技术   

A53 中医外科学 中医 A7B 病案信息技术   

A54 中医妇科学 中医 A7C 输血技术   

A55 中医儿科学 中医 A7D 公共卫生技术   

A56 中医眼科学 中医 A7E 消毒技术   

A57 中医耳鼻喉科学 中医 A7F 微生物检验技术   

A58 中医骨伤学 中医 A7G 理化检验技术   

A59 中西医结合骨伤学 中医 A7H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A5A 中医针推 中医 A7I 临床营养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