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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申报中级资格专业

技术人员的学识和水平，鼓励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促进电

力科技进步与发展，适应人才强企战略需要和人才成长规律，

在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中实行专业技术水平、能力、

业绩在线积分。 

第二条 在线积分评审办法采取申报者专业理论水平、

主要贡献、作品成果、水平能力和所在单位评价、评委专家

在线评审打分等多维度评价方式进行评审。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工程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的相关专业申报者。 

第二章  评审程序 

第四条  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可在线申报并参加中级资格

评审。 

第五条 申报者需登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填报

相关业绩材料，提交数据后，即可打印各类相关报表。 

第六条 各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鉴定、评价、公

示，并登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录入鉴定和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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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同时向高评委会提交数据、报送纸质材料。 

第七条 高评委会组织复审并确认后，按照本管理办法

由系统计算出各项积分和总积分。 

第八条 总积分达标者可进入专家评审阶段；专家评审

委员会在线审查申报者所有业绩情况（即专业技术水平、能

力、业绩等相关电子材料，下同），专家评审委员会采用“背

靠背”形式进行打分。 

第九条 最终评审结果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分数和个

人总积分按 5:5 比例加权计算总分，总分达标者视为通过，

通过人员名单进行网上公示。 

第十条 公示结束后，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发资

格证书，高评委会将评审通过人员名单转入“专业技术资格

备查库”。 

第三章 积分标准 

第十一条 个人积分由专业理论水平、主要贡献、作品

成果、水平能力和申报人员评价意见组成，各单位将审查、

鉴定、评价、公示后的结果录入系统，复审结束后系统将计

算出各项积分及总积分。   

第十二条 专业理论水平积分。该标准主要按学历（学

位）层次、专业及与申报专业一致性进行量化。具体积分方

法为： 

硕士满 2年且专业对口（含双学士且专业均对口）30分； 

本科且专业对口、硕士满 3 年但专业不对口、双学士（单

一专业对口或两个专业均不对口）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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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且专业对口及本科专业不对口 20 分。 

第十三条 主要贡献和作品成果积分。该标准依据各专

业《评审条件》中“业绩与成果要求”，从主要贡献、作品

成果两方面进行量化。 

“主要贡献”达标 18 分、业绩突出者可增至 50分；“作

品成果”不设达标分，业绩突出者可增至 18 分。 

第十四条 水平能力积分。该标准依据申报人员取得的职

称外语、职称计算机合格证书（成绩单）进行积分。 

外语水平合格 2分，不合格 0分； 

计算机水平合格 5 分，不合格 0分。 

第十五条 单位评价积分。 由所在单位根据申报者填写

的主要贡献、作品成果等相关业绩进行评价。违反党纪、政

纪、法律法规受到处分的，在处分期内不得申报。 

单位评价积分标准分值为：0～20 分。 

第十六条 专家评审。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报者的专业

理论水平、主要贡献、作品成果、水平能力、单位评价意见

进行综合评审。 

专家评审委员会打分标准分值为：0～100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各单位须成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对申报者的专业理论水平、主要贡献、作品成果、水平能力、

单位评价意见进行鉴定和评价。 

第十八条 各单位鉴定原则。各单位对申报人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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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和能力”进行评价，对申报者提供的佐证材料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做到有据可查。对申报者在某项工作中参与角色的

认定，须以该成果（或项目、专业工作）的立项书、结题书、

鉴定意见等正式且直接相关的材料中的成员名单为依据；对

成果的级别、成果的推广应用范围、承担工程的规模、工作

量的大小等认定，须以接相关正式材料为依据；对申报者参

与制定的教材、技术规范、标准等成果的出版状况和颁发状

况，须进行客观准确的界定；对申报者在专业工作领域的熟

悉程度、对相关工具或技能的掌握程度、提交技术报告的水

平等认定，须以充分的证据材料为基础，给出客观、公正的

鉴定结果。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电力行业协会负责解释，并

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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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申报副高级资格专

业技术人员的学识和水平，鼓励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促进

电力科技进步与发展，适应人才强企战略需要和人才成长规

律，在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中实行专业技术水平、

能力、业绩在线积分。 

第二条  在线积分评审办法采取申报者专业理论水平、

中级资格取得年限、主要贡献、作品成果、水平能力和所在

单位评价、评委专家在线评审打分等多维度评价方式进行评

审。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工程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的相关专业申报者。 

第二章  评审程序 

第四条  符合申报条件人员可在线申报并参加副高级资

格评审。 

第五条 申报者需登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填报

相关业绩材料，提交数据后，即可打印各类相关报表。 

第六条  各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鉴定、评价、公

示，并登录“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录入鉴定和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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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同时向高评委会提交数据、报送纸质材料。 

第七条 高评委会组织复审并确认后，按照本管理办法

由系统计算出各项积分和总积分。 

第八条 总积分达标者可进入专家评审阶段；专家评审

委员会在线审查申报者所有业绩情况（即专业技术水平、能

力、业绩等相关电子材料，下同），专家评审委员会采用“背

靠背”形式进行打分。 

第九条 最终评审结果以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分数和个

人总积分按 6:4 比例加权计算总分，总分达标者视为通过，

通过人员名单进行网上公示。 

第十条 公示结束后，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发资

格证书，高评委会将评审通过人员名单转入“专业技术资格

备查库”。 

第三章 积分标准 

第十一条  个人积分由专业理论水平、中级资格取得年

限、主要贡献、作品成果、水平能力和单位评价意见组成，

各单位将审查、鉴定、评价、公示后的结果录入系统，复审

结束后系统将计算出各项积分及总积分。   

第十二条 专业理论水平积分。该标准主要按学历（学位）

层次、专业及与申报专业一致性进行量化。具体积分方法为： 

博士且专业对口 30 分； 

双硕士且专业对口 28 分； 

硕士且专业对口（含双硕士单一专业对口，下同）以及

博士但专业不对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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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士且专业对口、双硕士但两个专业均不对口 18分； 

本科且专业对口（含双学士单一专业对口，下同）、硕

士但专业不对口、双学士但两个专业均不对口 15分； 

本科但专业不对口 5 分。 

大专且专业对口 5 分； 

中专及以下学历和大专但专业不对口 0分。 

第十三条  中级资格取得年限积分。取得现资格后年限

积分标准分值为： 

博士和双硕士且中级资格满 2 年 50 分； 

硕士和双学士且中级资格满 4 年 50 分； 

本科学历且中级资格满 5年或取得高级技师资格满 4年

50 分。 

对于破格申报人员，取得现资格后年限积分标准分值为： 

博士和双硕士且中级资格满 1 年 35 分； 

硕士和双学士且中级资格满 3 年 35 分； 

本科及以下学历且中级资格满 4年 35 分； 

硕士和双学士且中级资格满 2 年 20 分； 

本科及以下学历且中级资格满 3年 20 分； 

硕士和双学士且中级资格满 1 年 5 分； 

本科及以下学历且中级资格满 2年 5 分； 

本科及以下学历且中级资格满 1年 0 分。 

第十四条  主要贡献和作品成果积分。该标准依据各专

业《评审条件》中“业绩与成果要求”，从主要贡献、作品

成果两方面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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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贡献”达标 18 分、业绩突出者可增至 50分；“作

品成果”不设达标分，业绩突出者可增至 18 分。 

第十五条  水平能力积分。该标准依据《评审标准》中

符合要求的职称外语合格证书、计算机合格证书进行积分。 

外语水平合格 2分，不合格 0分； 

计算机水平合格 5 分，不合格 0分。 

第十六条  单位评价积分。由所在单位依据申报者提供

的《评价意见表》进行评价并选择填涂、签字、盖章；由申

报单位在系统中录入评价结果。违反党纪、政纪、法律法规

受到处分、或根据员工奖惩管理办法受到处分的，在处分期

内不得申报。 

单位评价积分标准分值为：0～20 分。 

第十七条  实际总积分与加权总积分的关系。实际总积

分与加权总积分的区别在于，是否包含了“政治表现、职业

道德”两个评价因素并加权计算。若 2 者均为“是”，则加

权总积分等于实际总积分；若 2 者有 1 项为“否”，则加权

总积分为 0。其中，“政治表现、职业道德”由所在单位评价。 

第十八条 专家评审。专家评审委员会实行在线评审，

将根据申报者专业理论水平、中级资格取得年限、主要贡献、

作品成果、水平能力、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评价意见进行综合

评审。专家评审结果计入评审总分。 

专家评审委员会打分标准分值为：0～100分。 

第四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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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各单位须成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对申报者的专业理论水平、主要贡献、作品成果、水平能力、

单位评价意见进行鉴定和评价工作。 

第二十条 各单位鉴定原则。各单位对申报人员“工作

经历和能力”进行评价，对申报者提供的佐证材料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做到有据可查。对申报者在某项工作中参与角色的

认定，须以该成果（或项目、专业工作）的立项书、结题书、

鉴定意见等正式且直接相关的材料中的成员名单为依据；对

成果的级别、成果的推广应用范围、承担工程的规模、工作

量的大小等认定，须以接相关正式材料为依据；对申报者参

与制定的教材、技术规范、标准等成果的出版状况和颁发状

况，须进行客观准确的界定；对申报者在专业工作领域的熟

悉程度、对相关工具或技能的掌握程度、提交技术报告的水

平等认定，须以充分的证据材料为基础，给出客观、公正的

鉴定结果。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内蒙古自治区电力行业协会负责

解释，并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21 

 

附件 3 

  

艰苦边远地区列表 
  

艰苦边远地区单位的判别原则为，有营业执照的单位按

照营业执照登记地址判别，无营业执照的单位按照单位所在

地判别。艰苦边远地区指执行四类及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的地区，主要包括以下行政区域：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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