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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梅州师范分院 2019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潮

梅州师范分院 :

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关于做好 2019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粤人社发 (2019)104号 )以
及高等学校

“
放管服

”
改革工作要求,现将梅州师范分院

2019年职称评审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受理申报范围

受理申报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学系列教授、副教授职称

的评审。

二、申报评审条件和有关政策

1.申 报条件按照 《关于印发(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教

授、副教授、讲师职称条件>的通知》 (嘉院人 (2020)5号 )

条件执行。

2.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

位,对照学校的职称政策及相应资格条件,如实填报并一次

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其工作资历、学历、业绩成果、论文
(以正式出版为准)及考试成绩的计算时间截至 2019年 8

月 31日 。以此 日期为限,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论文、学

历 (学位)等 ,不作为评审有效材料。凡未满规定年限的 ,

一律不得申报。

3.学历、资历条件执行 《关于印发<嘉应学院梅州师范

分院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称条件>的通知》(嘉院人 (2020)

5号 )。

4.转系列评审晋升的,还应按规定先取得现岗位同级

别职称;晋升时,资历时间可前后累加计算,工作能力、业

绩成果和论文著作等条件从取得现岗位职称后起算。

专业技术人员转换岗位后在现岗位工作满 1年 以上的 ,

可申报现岗位职称,不受所属系列、专业的限制。申报评审

时应在申报材料中作出说明,同 时把原岗位职称 《评审表》



(复 印件)作为申报材料附件一并提交评审,业绩成果和论

文著作等条件自从事现岗位工作后起算,不得用原岗位业绩

成果和论文著作申报现岗位职称。

5.根据 《关于做好 2019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粤

人社发 (2019)104号 )以及 《关于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答复口径的通知》 (粤人社办

[2018]227号 )文件规定,职称申报材料只需提供 2019年的

继续教育证书。

6.外语条件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

根据广东省人社厅 《关于做好 2019年度职称评审工作

的通知》 (粤人社发 (2019)10‘ 号))精神,对外语和计

算机应用能力不作要求。

7.业绩成果、论文著作条件。按照 《关于进一步改革

科技人员职称评价的若干意见》 (粤人社规 (2015)4号 )

和 《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论文发表等级划分规定的通

知》 (粤人发 (2005)300号 )等有关规定执行。

三、申报说明

1.关于申报系列及专业。申报人要按照
“
在职在岗

”

要求,申 报相应的系列和专业。凡申报系列 (专业)与现聘

岗位不相符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受理。为规范申报专业 ,

申报人员填写的申报职称专业应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

分类与代码简表 (国家标准 GBT13745-2009)》 ,不得填写

简称。申请专业填写到二级学科,艺术学、语言学等可填写

到三级学科。

2.关于教师资格问题。申报评审或认定教师岗位职称

的,必须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师资格已申请但当年还

未获得批准的申报人员,可先提交申报材料,但须附学校相

关证明。如申报人员申请的教师资格在当年各评委会学科组

评审前获得通过 (以广东省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办公室查询结

果为准),可作为有效资格对待,否则申报材料不予上会评

审。

3.关于对教师教学工作的考核评价。梅州师范分院教

务部门要对申报教学系列教师获现资格以来的教学能力、教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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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给出明确、具体

的评价结果。教师指导学生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设计 (论

文),以及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技能竞赛和社会实

践活动等取得的成果均可作为教师本人的教学业绩,教学成

果与科研成果等效评价。教学综合评价意见必须准确、详细、

具体,没有教学综合评价意见及评价结果的,视 同申报材料

不全。

4.关于代表作送审要求。申报人须在提交的论文中,

确定 2篇论文 (或论著)作为代表作,并将代表作复印件 (4

份)上作者、作者单位等用黑色笔记涂掉,分别装入两个文

件档案袋,档案袋封面参考附件。代表作分别送 2名校外专

家进行盲审,每篇代表作评审意见全部为
“
达到

”
方可进入

学科组评审。

5.关于推荐人员的评审答辩工作。评委会对申报副高

职称人员进行答辩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 需答辩的推荐人

员无特殊原因不按时参加答辩的,视为自动放弃评审。

6.梅州师范分院根据申报各级各类职称评审情况进行

评议,推荐学校进行评审。申报人员资料审核结果须在梅州

师范分院公示 7个工作日,并于 2020年 11月 30日 前将申

报人员材料审核情况及公示结果报送人力资源处师资科。

四、申报材料

1.推荐人员的申报材料中主材料 (主材料包括:评前

评后公示表、业绩成果材料、证书证明、社保等)可另装并

标注序号,如 1/X、 2/X等 ;属于主材料的 《高等学校 ()
职称推荐表》 (一式 5份 ,均原件)必须单独装袋但无需标

注序号,其 电子版务必在 9月 26日 前发送至

mzsfbgs@126.com,主 题和附件名统一标注为
“XXX(姓名 )

职称推荐表
”; 《信息一览表》电子版发送上述邮箱,附件

与主题名称统一为: “料料 (姓名)信息一览表
”

。上述表

格勿压缩包。所有材料均须装袋,档案袋自行购买,档案袋

务必结实,严格按照样袋格式制作标签。

2.申 报人应根据有关职称政策和资格条件要求,真实、

客观、准确、完整地填报相关内容,并提供由有关部门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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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资格、经历、业绩、论文以及评价意见等方面的有效

佐证材料。申报人提交的论文、科研项目以及获得的专利、

奖励等业绩成果必须是任现资格以来在职在岗期间取得的 ,

署名第一单位应是申报人的工作单位。若申报人参与校外单

位 (学校)科研项目,则 需要项目负责人出具证明并附上所

在单位 (学校)意见。申报人有一稿多投、剽窃他人成果等

情况的材料,一律不得提交,并要在 《申报表》或 《评审表》

工作负面情况说明栏注明。

3.梅州师范分院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是否

与客观事实相符,就 申报人思想政治表现、教学科研工作等

方面情况实事求是地填写评价及推荐意见,各部门要负起相

应的责任,教师的教学工作由教务科评价和审核,申报材料

综合情况由梅州师范分院审核,每个部门要盖章;内容填报

不齐全的,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4.申 报人须提交半年以上社保凭证原件,此证明材料

由个人携带二代居民身份证 自行到梅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局 (剑英体育馆侧)开具,本人签名同其他材料一并上

交。

5.推荐评审的 《评前公示表》 《评后公示表》自行下

载打印,务必将批注删去。

6.2020年 9月 26日 前,申报人将材料送交梅州师范分

院; 11月 30日 前,梅州师范分院完成对符合条件申报人员

材料公示 (为 期 7个工作日)。

五、其他事项

1.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报送完整的申报材料,9月 8日 前

梅州师范分院办公室接受审核材料。申报人务必按照批注说

明准备材料。各类职称材料请勿装订,用夹子夹住即可。

2.评审费。评审收费标准按原省人事厅 《关于转发省

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

函)的通知》 (粤人发 E2007]35号 )执行,高级收费 780

元,即高级评审费每人 580元 、论著鉴定费每人 200元 ,另
需答辩人员每人 14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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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职称评审工作时间表

er口
丿于

·7 时间 事项

9月 26日 前
梅师分院发布职称评审通知。

9
白 9月 30日 前

梅师分院收集申报人材料。

0
0 10月 20日 前

材料审核,梅州师范分院纪检部门、办公室、教务

科、培训教研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人申报材料

及品德情况进行审核。

∠

工 10月 30日 前

梅州师范分院根据申报人的教学、科研和品德审核

情况,通过召开学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对符合条件的

申报人员在梅州师范分院网站及分院公告栏公示 7

个工作日。

R
u 11月 10日 前 代表作鉴定

r
o 11月 30日 前

9
乙

附件 【附件 1:高校学术规范】

附件 【附件 2:广 东省人社厅关于做好 2019年度职称评审工

作的通知】

附件 【附件 3:职称评审所用表格及说明】

附件 【附件 4:关于印发 《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教授、副

教授、讲师职称条件》的通知】

附件 5: 1中 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 (国 家标准

GB'I′  137〈15-2009) 】

召开评委会组织评审。 /抄 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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