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西壮族自治区衣塁局

桂塁駅改 〔2015〕 10号

自治区衣星局美子丼展 2015年度管区

寺立技木資格坪常工作的通知

管区各単位 :

根据自治区駅改亦 《美子升晨 2015年度寺立技木資格坪常

工作有美日趣的―il知》 (桂双亦 〔2015〕 81号 )精神,力 汰真倣

好水塁管区2015年度駅称汗常工作,現格有美事項通知女口下:

一、申報坪常的苑国、対象

(一 )凡在管区内的事並単位中八事寺立技木工作,均 用人

単位已建立一年以上人事労功美系,符合片西壮族自治区寺並枝

木姿格相反系夕1或 寺立申扱条件的人員;不在管区内的企事立単

位和社会困体中人事寺立技木工作,但其声口或人事楷案存在托

管在管区一年以内,符合片西壮族自治区寺立技木姿格相泣系列

或寺立申扱条件的人員,可 以通辻委托坪申程序亦理申扱手数 ,

也可変所在単位考核,//T在省 (立格市、自治区)地坂市以上取

改 (人事 )部 11挽汰,按規定程序扱送各系列坪委会常核后申技

参坪相庄的寺立技木姿格。



(二 )除符合相美文件規定,井接照常批程序亦理了延K退

休年蛉手数者以外,2014年 12月 31日 前已亦理高退休手象的

寺立技木人員,不再坪常寺並技木姿格。2015年 1月 1日 至 12

月 31日 期同高退体的寺立技本人員,今年併可以申扱相泣的寺

立技木姿格。

(三 )申 扱人身分性反原只1上泣根据其申技吋所在工作単位

碗定。不得以兼取或協会成長等相美人員身分申技,否ス1,祝同

申報材料造仮。       ・

二、申報坪申条件

各寺止技木人員申扱、推若、坪常、重新碗決寺立技木姿格

和研究生、大、中寺半立生特正定取的基本条件
～
程序,要戸格

接照 《片西壮族自治区寺立技木資格推若決定哲行か法》(桂釈

亦 〔2000〕 49号 ),各系pll《寺立人員取券拭行条例》等文件規

定的任取条件及有夫規定枕行。

三、

「

格推存坪申程序

(一 )坪 常各象寺立技木姿格,由今人申清井向所在単位(合

水塁ヨト公有制姿済俎須)人事取政部11提供申扱材料;井対申扱

高中鉄人員提供的坪常表、学所IIギ 、姿格IIEギ 、取称外活和汁

算机考拭合格江 (或 免拭有美材料或咸続通知事 )、 立墳成果荻

火江ギ及浴文、著作等材料在単位宣借桂等星眼位置逃行公示,

公示叶同 5至 10人 ,単位格公示結果写在 “基晨単位考核推若

意几社内",未姿公示的高、中象申扱材料一律不受理。申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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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寺立技木姿格者,由 区局高級以称常決答井小俎負責対申扱高

象を立技木姿格人員的成果、立須、沿文、著作等材料逃行基力1、

常洪和答井,井対其倣出一介仝面、客現、公正的恙体坪介,表

明足否同意推若申扱。属破格推若的,泣 写一企寺題破格報告,

井現明符合ワ,一条破格条件的江明材料。

(二 )所有申扱江明材料原ス1上泣提供原件ね描件。

(三 )管 区各単位人事取次部11泣芦格接照相美文件規定,升

晨本単位申扱常核工作。各単位成明碗責任人;答署承遊ギ,明

碗常核責任,駅改工作政策性張,渉及面声,事券煩瑛,毎企単

位要有寺11熟悉此項政策、責任′も、事立」さ張的同志負責。

四、申報坪申需報送的材料「

2015年我区企立攻工高級寺立以外資格申扱坪常工作墾袋

釆用片西駅称化申扱坪常系銃,実現仝程元妖化操作,申 扱企並

攻工寺立高鉄以券姿格的人員,週辻互咲囲下裁 《声西壮族自治

区取称信 `き 化申扱系銃企人版》(下載地址:www.gXZr.com.cn),

接照要求自行填扱相美屯子表格井指描 (或数4相机拍級 )永入

IEI美 附件材料。

(一 )申技高級寺立技木資格需扱送的材料

1.《高級を立技木以券姿格坪常表》;

2.学灰江ギ (最后一介学灰年限不修,需提供前一介学灰IIE

ギ)、 学位IIEギ 、己按吋注般的中象寺並技木姿格江ギ (需提供原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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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現取以来公升友表或出版的沿文或著作 2篇井指明代

表作。提供印帰1戸校対文章清祥、永用ilE明 及費用牧据均元敷。

4.外悟考拭合格IIE或 外活免拭常批表 ;

5。 十算机泣用能力考拭合格江或十算机泣用能力免考常批

表 ;

6.寺立技本人員墾須教育江ギ,井按要求完成毎年規定的

培ツ1深 叶。《WTO基拙知沢》、《末盟基拙知沢》、《知沢声枚基拙

カメ》、《低破姿済》、《信
`息技木均信息安全》等仝区公共科曰考

拭合格江;

7.2014年度寺立技木人員考核登泥表 ;

8.を立技木取券聘ギ或単位聘文 (最后一介時期);

9.任現取以来所取得的立墳、成果及失励IIEギ ;

10.政工寺立的需提交企立思想IEX治 工作人員寺止取券蘭位

培)1江 (取得政エリT蘭位培)|);

H.学籍梢案江明;

以上材料 1至 11均力妖反一分,井装汀一妍,用 千公示及

常洪答井。教りT系 夕1迩泣提交相泣的教岬姿格近和年均教学叶数

井カロ益学校公章,会十系ダ1提交会十八立姿格IIE及相泣科曰考拭

合格江一分。其申扱坪常墾須釆用声西取称信息化申扱坪常系

銃,実行仝程元妖化操作。

(二 )申技中鉄寺立技木取券資格需要扱送的材料

1.今人申清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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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象を立技木以券姿格坪常表》;

3.学所江ギ (后 面的学所年限不彰,需要提供前一企学所

江ギ )、 学位江ギ,己接叶注財登泥的寺立技木取券姿格江ギ (常

核原江);

4.任現釈以来所取得的立鏡、成果及美励IIEギ
;

5.外活合格江ギ或外活免拭常批表 ;

6.十算机泣用能力考拭合/igilE或 十算机泣用能力考拭免拭

常批表;                         ・

7.在省象以上寺立期刊友表沿文 1篇或在市 (斤 、局 )象

長1立期千1メを炭に初卜がこ2蕉訂;

8.2014年度を並技本人員考核登泥表 ;

9.最后一介聘期的寺立技木駅券聘ギ或単位聘文;

10.教師系夕1的提交教りT姿格江或教育学、,さ 理学、以上ill

徳、普通活合格江;

11.政工寺立的需提交企立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寺立駅券蘭

位培)1江 (取得助理政工帰閃位培ツ|);

12.水塁系銃寺並技木取券姿格送坪名肝表 ;

13.完成規定的墾致教育学叶数及参カロ公需科曰《信息技木

均信′き安全》、《低破姿済》的合格江明;

14.学籍楷案江IIn;

以上材料 1至 14均カー式 3分 ,分装 3袋 ,貼好封面。

(三)坪常初象寺立技木駅券姿格需報送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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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人申清;

2.《初象寺立技木取券姿格坪常表》;

3.学所、学位IIギ ;

4.申 扱助理鉄者提供貝鉄姿格江ギ;

5.任現取以来所取得的立墳、成果及火励江ギ;

6.申 扱助理象者提供 2014年度を立技本人員考核登泥表 ;

7:寺立技本人員墾数教育江ギ、《低破姿済》、《信息技木均

信息安全》等公需科曰IIギ ;    ・

8.寺立技木双券聘任ギ或単位聘文;

9.サ算机泣用能力考拭合格江或免拭常批表 ;

10.水塁系銃寺立技木取券姿格送坪名冊表 ;

H.学籍楷案iI明 ;

以上材料 1至 H均カー式 2含 ,分装 2袋 ,井貼好封面;

五、吋向安排

(一 )2015年 5月 力企人准各和申扱除段,6月 至 7月 力各

単位牧集、常核、公示、常決、呈扱材料除段。

(二 )7月 28日 至 8月 1日 力我亦牧集、常核各単位申扱

人材料除段,具体上報叶日以地域支1分女口下:

1.7月 28日 桂林、柳州1市 ;

2.7月 29日 南宇市、賀州市;

3.7月 30日 崇左、来実、百色市、河池市;

4.7月 31日 玉林、貴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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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月 1日 北海、鉄州、防城港市;

8至 9月 力坪常除段,清水塁各企事立単位有美部11券必在

8月 2日 前杵坪常材料扱送我か,途期不予受理。

(三 )対申扱高級寺止技木資格人員的材料牧集、成果、立

鏡、沿文、著作等材料逃行常決、基男1、 答丼的叶同接自治区有

美系列文件要求仇行。

(四 )9月 至 10月 力坪申、恙身下文、友江除段。

六、坪申費用             ・

根据自治区物倫局、財政斤 (桂介費 〔2006〕 359号文件規

定,駅称坪常費用由今人負責。各単位在扱送坪常材料的同時敷

清坪常費。申扱高鉄承券姿格者牧取坪申費 380元、発文基定、

答井等費用 380元 ;中 鉄 230元 ;初象 150元 ,相美材料打印費

50元。

七、有美iD砲説明

(一 )美子駅称外悟和汁算机泣用能力的要求

1.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美文件規定,申扱高、中、初象寺立

技木姿格,必須参カロ国家_211鉄 的汁算机泣用能力考拭井取得合格

江ギ或相泣成須通知ギ,申扱高、中象寺立技木姿格,必須参カロ

国家俎鉄的取称外活考拭。符合釈称外活和汁算机泣用能力考拭

免拭条件的,接程序オ)ヒ准后可不参カロ考拭,具体亦法接自治区取

改亦 (桂取亦 〔2007〕 1号 )和 (桂取改 〔2004〕 4号 )、 (桂釈亦

〔2009〕 93号 )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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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 2015年升始,我 区格拭逐行取称外悟、十算机泣用能

力考拭咸鏡核査系統。除因系銃建浚原因及符合免拭或不作考拭

要求的申扱人員外,今年以称申扱中,申 扱人泣提供外選、十算

机泣用能力考拭成鏡合格通知単或回路成鏡査i17材料,井必須在

参坪前自行登泉取称外悟、十算机庄用能力考拭成鏡核査 (通辻

片西人事考拭回www.gxpta.cOm.cn登 乗 )対本人取称十算机、

外悟合格成須逃行核査,碗 袂是否迷至1坪 常条件規定的合格林准

或模決数,ユ泣格生成的栓査代4填入申扱系坑。各市駅改か、

自治区各系列 (行立、単位 )取 次亦也可以根据枚限上回核査♭ヒ

対申椒人員取称外悟、十算机合格信 1き 。

(二)美子ヨト公有制姪済4鉄和社会俎象を立技木人員申椒

(扱考)双称工作

要墾須拓完♯公有制埜済姐鉄和社会姐鉄技本人員申扱

(扱考)寺立技木姿格、仇立介格的渠ill。 ス要力友塁変済建没服

券或水塁技木人員力社会服券或大、中寺半上后走上自渫駅立え

路,没有固定的工作単位,対遼一部分人員,ス 要学炉迷到規定

的要求,有用人単位或全体変菅者IIE明 有工作姿湧的泣祝同子基

晨推存。可不受片籍、楷案、身分的限制,均可申扱坪常相泣的

寺立技木姿格。

(三 )美子不同系rll(寺立)在同一双象内申扱高一致寺立

技木資格不再特系rll(寺立 )碗決汗常工作

対千不同系夕1(寺 立 )在同一取鉄内申扱高一取象寺並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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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格叶,不再受下一駅級系列 (寺立 )技木姿格名称的限制,不

須亦理猪系列 (寺立)碗 大坪常手須,可根据工作蘭位需要和取得

的立須成果菫接申扱其セ系夕1的 高一以象寺立技木姿格。

(四 )釈扱探索内部分配激励机制,堅持接芳分配均按生声

要素分配IEl結 合的原ス1,逐歩建立重美墳、重貴献,向仇秀人オ

和美鍵聞位仮斜的分配激励机制。

(五 )根据自治区取改亦 《声西壮族自治区寺立技木姿格江

ギ注冊登泥亦法 (拭行 )(桂駅亦 〔1998〕 78号 )和 《美子を上

技木姿格江ギ注Ill登泥工作的ネト充重知》(桂取外〔1999〕 47号 )

的規定,各単位要汰真孤好至1期 的姿格IIギ 的注冊登泥工作。

人、美子規苑申報材料管理的i33題

(一 )規疱管理申扱人員身分

1.申 扱人員身分性反原只1上泣根据其申扱叶所在工作単位

碗定。ヨト公径済俎鉄和社会俎鉄人員申扱,原ス1上泣提供申扱前

逹須三今月以上 (不合申扱当月 )企人社保敷費江明,井提供法

人菅立机照隻
`口

件,或工商部11出 具的単位査楷江明,江 IIn共単

位性疲。

2.除銀行、保隆公司等法律法規明碗規定可独立承担民事責

任能力的分支机胸以外,申 扱人員不得以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分支机/AJ作 力申扱単位参坪。

(二 )加大申扱人員申技資料的核査力度

力防苑学所造仮,除提交学房或学位江ギ隻印件外,申 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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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迩泣提供其人事楷案管理部11或 楷条托管単位的学籍楷案

査楷江明作力IIE明 材料。女口楷案中的学籍材料因各群原因碗実元

法核査的,申 扱人員可提供姿教育行政部|]汰可的机杓出具的学

灰汰江材料江明。国境外取得的学灰 (学位 ),申 扱人員泣提供

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11出 具的学所大江材料。

(三 )明硫責任,落実責任

1.申 扱人員所在単位 (部 11)人事取茨部11泣芦格接照相美

文件規定,升晨本単位 (部 11)取称申扱単位。各単位 (部 11)

泣明碗常査責任人,建立責任制,答署承諾ギ,対申扱人員提交

的江明符合申扱基本条件、発文、立須成果要求等材料的真実性

方面芦格把美,汰真接照汗常程序常査井出具単位基定意兄。

2.申 扱人員所在単位 (部 11)、 各象取改亦泣微好取称坪常

政策的宣借解粋。同時,也可結合本単位、地区或系夕1的 特点升

晨相美培)|,釆取多紳形式力申扱人員提供便掟高数的服券。

月に重畜局取政赤 QQ由F茶舒:2532036126

局

俎

片西壮族自治区水塁局か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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