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建人教函〔２０２２〕１２２ 号

省建设厅　 省人力社保厅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度

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

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建委（建设局）、人力社保局，省级有关单位，厅直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度高级

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浙人社函〔２０２２〕３１ 号）精神，现将 ２０２２ 年

度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按照《浙江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条件》（浙建〔２０１９〕６ 号，以下简称《评价条件》）相关规定执行。

同时，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

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浙人社发〔２０１９〕３１ 号）精神，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人员的高技能人才，可直接申报正高级工程师，其所从事



的防水工、砌筑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架子工等建设行业职业（工

种）应与建设工程相关专业对应进行申报。

二、申报要求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培养和造就“行业大家”为导向，坚持

以用为本，把品德放在评价首位，强调政治表现、廉洁自律、道德品

行。同时，将科研成果转化、技术革新、发明创造作为评价的重要

内容，特别关注长期工作在一线的优秀工程技术人员。

（二）落实继续教育要求。申报人员须通过浙江省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称管理平台）上

传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 年年度继续教育学时登记证明扫描件（通过管理系

统打印并每年度满足 ９０ 学时要求）。个别年度学时未达标的申报

人员，可在个人系统申报前通过各市建委（建设局）指定的网络教

育平台完成补充学习，获得相应学时。

（三）事业单位评聘结合。全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审应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根据空缺岗位数和工作需

要，在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推荐参加评审（须在“浙江省事

业单位人事工资管理服务系统”中核定岗位）。

（四）适应建设工程全过程咨询、总承包模式改革。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的工程总承包项目或全过程咨询项目业绩可作为评审依

据，其经历与能力的评价可参照《浙江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

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第九条规定。

（五）规范工程业绩佐证材料。工程业绩证明必须要有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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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字，可以是设计资料、过程资料、竣工资料、评审资料，但是

必须是有第三方证明的，如带图审章且含名字的设计图纸、有各方

盖章的图纸会审签到资料、过程中有五方主体单位盖章的技术往

来资料等。

凡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系统（ｈｔｔｐｓ：／ ／ ｊｚｓｃ． ｊｓ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Ｗｅｂ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上已有工程项目及相关主持人

（包括项目经理、总监）记录的、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四库一平台

信息系统（ｈｔｔｐｓ：／ ／ ｋｃｓｊ． ｊｓ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Ｗｅｂ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上

已有工程项目及相关主持人（包括项目负责人、各专业负责人）记

录的，申报人员原则上须通过平台下载相关页面截图作为其工程

业绩证明并上传管理平台。各地、各单位可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

防止出现造假行为。

三、申报程序和形式

全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实行网上

申报。通过个人申报（须先行建立个人业绩库，并经所在单位审

查通过）、单位审核、主管部门推荐等程序上报省建设工程技术人

员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一）个人申报。申报人员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个人申报（网址：ｈｔｔｐｓ：／ ／ ｚｃｐｓ． ｒｌｓｂ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并对填报信息真实性作出承诺。

（二）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负责对申报人员职称申

报信息进行审核，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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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部门推荐。申报人员所在地建设主管部门、人力社

保部门需登录管理平台进行材料接收、审核和推荐工作（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ｚｃｐｓ． ｒｌｓｂ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０２８ ／ ｌｏｇｉｎ． ｊｓｐ）。

申报人员、所在单位的账号与浙江政务服务网个人、法人登录

账号相同，并自行注册；有关主管部门账号由省里统一分配。具体

申报办法、审核操作办法详见附件 １、２。

四、其他要求

（一）申报材料要求。申报人员提交评审的业绩材料要突出

代表性，不宜过多过杂，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与能力、工作业绩层次

（级别）不低于《评价条件》中第九、十条相关规定。各单位对申报

人员基本情况和业绩材料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 ５ 个工作日的公

示，公示情况在填写审核意见时录入系统。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

求等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和推荐单位负责。申报材料报送要求

详见附件 ３。

（二）社保证明要求。根据浙人社发〔２０１９〕２１ 号文件要求，本

省内申报人员无需再提供社保缴纳证明，由系统自动获取人力社

保部门相关数据。如在外省交纳社保的申报人员，需由个人提供

并上传省外缴纳社保的相关证明。

（三）面试答辩要求。申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参加业

务面试，业务面试未通过不能推荐至评委会参加评审，具体安排另

行通知。

１ 转评高工后再申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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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通过标志性业绩申报的；

３ 所申报的正高工专业与本人高工专业未完全一致的；

４ 评委会认为需要进行业务面试的其他申报人员。

（四）省外证书要求。参加我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申报人员，如持有省外建设工程专业高级工

程师职称证书，需由各市人力社保部门或相关省级行业主管部门

审核并送相应高评委确认后才能申报。

（五）严肃违规行为处理

１ 凡是发现申报材料中有在《建筑学研究前沿（中文版）》、

《工程管理前沿（中文版）》等冒名或非法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或假

冒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证书》、《国家科技

成果奖证书》，对申报人员一律按弄虚作假行为处理，取消其评审

资格，并从次年起 ３ 年内不得申报。

２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委《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

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的通知》（建

办市〔２０１８〕５７ 号）印发后，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查实并以“挂证”

行为处理，撤销其注册许可的，自撤销注册之日起 ３ 年内不得申请

高一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３ 对申报人员所在工作单位、人事代理机构等未严格履行审

核责任，发生申报人员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将予以全省通报，并

记入职称评审不诚信行为记录。

评审费用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浙价费〔２００２〕２２９ 号文件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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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申报人员网上申报办法

申报人员注册、填写、上传的所有内容必须真实规范。否则，

后果自负。网上申报具体程序如下：

一、完善个人信息和业绩档案库

申报人员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

服务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ｓ：／ ／ ｚｃｐｓ． ｒｌｓｂ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后，分别点击进入

“个人基本信息”和“我的业绩档案”菜单，完成有关内容填写和资

料上传，经检查无误后，点击“保存”（具体操作详见平台首页的

《个人用户操作手册》）。

１ “我的业绩档案”保存后需经用人单位审查通过后才可在

申报时提取。

２ 若本单位初次使用本平台，需先由单位人事负责人注册用

人单位账号，登录并通过本平台提交授权委托证明，绑定单位名称

后，本单位申报人员才可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现工作单位名称”

信息。

二、职称申报

申报人员进入“用户中心首页 ／高级职称评审”，选择“２０２２ 年

度浙江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计

划”，查看所有要求后，点击最下方的“马上申报”，进入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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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页面：

１ 上传证件照。系统自动采集申报人员二代身份证件照片，

核对无误后请确认并点击“下一步”，进入个人承诺页面。如默认

照片拍摄时间较早、容貌变化较大的，请根据提示要求重新上传白

底证件照，ＪＰＧ或 ＪＰＥＧ格式，文件大于 ３０Ｋ且小于 １Ｍ，大于 ２１５ ×

３００（宽 ×高）像素，照片宽高比大于等于 ０ ６５ 且小于等于 ０ ８。

２ 签署个人承诺。申报人员对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性负责

并作出承诺，扫描页面上的二维码，在线签署《专业技术资格申报

材料真实性保证书》，字迹要求清晰，签署成功后点击“下一步”，

进入“填写申报信息”页面。

３ 填写申报信息。按要求填报各项申报信息，其中“本人述

职”内容为专业工作业绩情况（限 １０００ 字以内），并根据用人单位

所属关系选择相应的“受理评审委员会”。然后点击“下一步”，进

入“选择相关业绩”页面。

（１）若选择“正常申报”或“技能人才申报”，需在相应选择项

打勾，并上传相关佐证材料；

（２）若选择“标志性业绩直接申报”，需填写标志性业绩具体

内容，并上传佐证材料；

（３）转评申报人员，需在“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选择相

应高级职称，并上传佐证材料。

４ 选择相关业绩。根据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评审要

求，从个人业绩档案库中提取任现职后取得的相应业绩材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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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业绩材料要求突出专业代表性，不宜过多过杂，集体项目须提供

本人系主要贡献者依据。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相关

附件”页面。

５ 上传相关附件（扫描件）。根据评审工作计划要求，上传以

下附件：

（１）省外社保缴纳证明（适用于近 ３ 年内〈２０１９ 年 ６ 月—２０２２

年 ５ 月〉有省外社保缴纳记录人员）；

（２）事业单位非在编、离岗创业人员需提供单位说明。

所有附件确认上传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进入“预览确认提

交”页面。

６ 确认申报信息。预览所有申报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由所在单位审核并报所在地主管部门。

７ 费用缴纳。申报人员根据 １２３３３ 短信提示，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相关费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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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用人单位自行注册账号，有关主管部门和人力社保部门需按

照统一分配的账号，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

审管理服务平台，对申报人员的信息进行审核和报送。具体操作

办法如下：

一、用人单位网上审核操作办法（具体操作详见平台首页的

《用人单位操作手册》）

１ 登录系统。注册并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

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ｈｔｔｐｓ：／ ／ ｚｃｐｓ． ｒｌｓｂ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系统会显

示需要审核的业绩档案信息和职称申报申请。

注：如首次登录，需先提交授权委托证明，系统审核通过后，单

位经办人员会收到 １２３３３ 短信提示。

２ 业绩档案审核。点击“业绩档案审核 ／具体姓名”，查看该

专业技术人员的业绩详情并审核。

注：申报人员的业绩档案未经所在单位审查通过前，无法进行

职称申报。

３ 申报资格审核。点击“职称申报资格审查 ／具体姓名”，查

看该申报人员详细申报信息，不具备申报资格的，点击“不通过”

并说明理由；资料提供不完整或有误的，点击“退回”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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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申报条件的，点击“通过”按钮，并填写审核通过意见。

４ 资格公示并报送。确定所有申报人员审查通过后，导出公

示表，将申报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业绩材料以适当方式进行不少于

５ 个工作日的公示，确认无意见后，报送所在地主管部门审查。

二、地市各级主管部门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地市各级主管部门需登录浙江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

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网址：ｈｔｔｐｓ：／ ／ ｚｃｐｓ． ｒｌｓｂｔ． ｚｊ． ｇｏｖ． ｃｎ ／ ０２８ ／ ｌｏｇｉｎ．

ｊｓｐ），完成相关资格审查工作。

（一）申报人员所在地主管部门登录申报系统，点击“申报业

务管理 ／职称评审资格审查”，对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查。

１ 点击“收费设定”，对系统默认的“收费”选项调整为“不收

费”（审核环节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２ 点击“待审查”，对用人单位推荐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

查：对不具备申报资格的人员，点击“审查不通过”并说明理由；对

资料不完整、有误的人员，点击“退回修改”并说明需完善的内容；

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点击“审查通过”并签署审查意见。

３ 所有申报人员审查通过后，点击“审核推荐”，提交当地人

力社保部门审查。

（二）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按照上述操作步骤进行审核推荐，并

提交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如是市级单位，此步骤则直接提交至

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

室审查；如是县级单位，则提交至市级建设主管部门、市级人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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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部门审查）。

（三）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中人事档案关系委

托人才交流中心代理的，应通过人才交流中心申报，人事档案关系

未委托人才交流中心代理的，按属地管理原则直接向当地主管部

门申报。

三、省级单位（集团公司）网上审核操作办法

经用人单位资格审查、公示后，提交至省级主管部门（需设置

中级受理点，并关联至省建设工程专业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

格评委会），由省级主管部门审核推荐后，提交至省建设工程技术

人员正高级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查。

四、审查注意事项

１ 用人单位本着对申报人员负责、对单位负责的态度，认真

及时对本单位申报人员的基础信息、相关业绩档案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进行审核。因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等产生的不利影响由个人

和推荐单位负责。

２ 各级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职，对用人单位推荐的申报材料

进行仔细审查。如信用核查、资历、年度考核、继续教育学时、事业

编制人员评聘结合等必备资格条件。对不符合要求或模糊不清的

电子材料应退回要求重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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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申报材料报送要求

一、市、省直单位需报送材料

１ 评审委托书 １ 份（企事业单位由归口主管部门统一送审，

无归口主管部门的非公经济组织由人事代理机构开具评审委托

书，无评审委托书一律不予受理）。

２ 《评委会评审对象花名册》电子版 １ 份。请各单位报送评

审材料时，务必与花名册顺序保持完全一致。花名册统一按照正

常申报、转评建设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后申报、标志性业绩、技能

人才申报人员类别依次排序，其中正常申报人员需按评审专业进

行排序。

３ 申报人员带有“浙江省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平

台”水印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 ３份（参加面试人员

４份），一并放入资料袋中。封面标注姓名、申报专业和所在单位。

注：用人单位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网上审核同意后，申报人员

可自行下载打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并加盖所在单

位、各主管部门公章后报送至省建设工程技术人员正高级工程师

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二、系统填报注意事项

１ 从事专业栏：指申报相应专业技术资格时所从事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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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资格证书时要打印在证书“专业名称”栏上，专业名称详见

“评审计划 ／可评审专业”。

２ 申报类别：即为申报系统中的申报类型，统一选择“建设工

程技术人员”。

３ 专业工作年限：指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年限，须填写实足

年限。

４ 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时间：须累计聘任 ５ 年（申报当年须在

聘）。

５ 单位考核情况：指任期内考核情况，至少有近 ４ 年考核资

料，填写内容要求真实完整，应与工作经历、工作业绩、职称聘任、

获奖、本人述职等申报信息相符；需以年度为单元列表，杜绝以奖

状替代、单句评语无业绩阐述和近 ４ 年合并考核；若年度内有工作

单位调动的，以本年度最终工作单位为年度考核单位。企业人员

年度考核登记表范本可通过管理平台，从“２０２２ 年度评审工作计

划”的相关附件中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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