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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宁职称办〔2022〕13号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南京市 2022 年度职称评审 

工作的通知 
 

各区（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北新区党群工作部、

教育和社会保障局，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要求，根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做好 2022年度职称评审

工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2〕29号），现就做好 2022年度全

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对象和范围 

（一）在我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才；在我市就业

的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企业总部在我市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在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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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南京市

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 

（三）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职称。 

二、申报条件和政策 

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按照《江苏省职称评审管

理办法（试行）》（苏职称〔2020〕42号）要求和省市各职称系

列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执行。 

（一）各系列职称申报评审条件以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发布

的年度申报评审工作通知为准。高级职称原则上执行我省现行

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中级职称原则上执行我市现行

各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对已完成新条件修订的中级职

称系列，今年新老条件可同时使用。 

（二）建立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品德能力业

绩特别突出的人才，可直接申报江苏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

高级职称考核认定。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审，符合相

应学历资历要求，对初级职称取得年限可不作要求。 

（三）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和用人主体开展职称评价。充分

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鼓励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公共人才

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承接我市各系列职称评定工作。支持专业

技术人才密集、技术实力较强、内部管理规范的企业，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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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自主评审工作，具体要求按照《关于开展我市企业职称

自主评审试点工作的通知》（宁职称办〔2021〕13号）执行。 

（四）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符合相应系列（专业）

申报评审条件，具体事项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改革实施

方案〉的通知》（苏人社发〔2021〕132号）规定执行。 

（五）落实职业资格与职称对应要求，实现职称制度与职

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具体事项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调整<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的通

知》（苏人社发〔2019〕183号）规定执行。计算机技术与软件

专业技术资格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

16号）有关规定执行。 

（六）专业技术人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从事本专业技

术工作达到规定年限要求，经考核合格，可初定相应职称。2021

年及以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人员按照《关于做好我市初、

中级职称初定工作的通知》（宁职称办〔2018〕26号）和《关于

更新各系列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初定专业目录的通知》（宁职

称办〔2020〕16号）规定执行；2022年及以后取得相应学历（学

位）人员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初定工

作的通知》（宁职称办〔2021〕103号）规定执行；各系列初级

评审人员由相应系列中级职称评委会代为评审，涉及“以考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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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或“考评结合”的系列（专业）按有关规定执行。 

（七）严格执行“三定向”政策。全市教育、卫生健康、农

业系统基层事业单位在职在岗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职称评审，按

照《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基层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定向设岗、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通知>的通知》（宁

人社〔2021〕43号）执行。 

（八）根据《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第 25

号令）要求，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考核评价、岗位

聘用的重要依据。继续教育公需科目每年不少于 30学时，专业

技术人才可登录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平台在线免

费学习,由系统实时记录学时并自动转入职称申报平台，也可在

线打印公需课学时证明。专业科目由用人单位进行学时计算，

填写《2022年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认定

表》（见附件 1），并提供学时计算证明材料。专业技术人才申报

高级职称，需参加 1 个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班线上专题讲座

学习。 

（九）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的资历（任职年限）截止时

间为 2021年 12月 31日，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等截

止时间为 2022年 3月 31日。 

三、申报途径和时间 

（一）各系列职称评委会办事机构（含自主评审单位）原

则上应于 2022年 6月 15日前完成本年度申报评审通知发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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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申报评审通知应明确申报评审条件、受理范围、申报途径、

受理截止日期及材料报送要求等事项，并须报经同级职称主管

部门同意后发布。 

（二）我市专业技术人才应通过所在单位申报，按要求逐

级报送至相关评委会办事机构。我市暂未设置相应系列（专业）

的职称评委会，申报人员应按照省相应系列（专业）评委会的

年度申报通知，由市各行业主管部门汇总并报经市职称办同意

后，统一报送省相应系列（专业）评委会。中央驻宁单位、省

属在宁单位和军队的专业技术人才（含劳务派遣人员）申报职

称，需向省职称办提交委托函，由省职称办统一安排相应评委

会受理。 

我市援外的专业技术人才进行职称评审，需按照规定程序

申报审核同意后，由省职称办出具委托评审函。未按规定程序

和要求进行委托的评审结果一律无效。其中，援派期 1年（含）

以上的援藏援疆援青专业技术人才，经单位同意后，在援派期

间可选择在受援地参加职称评审，援派期满回到我市后继续有

效。 

（三）为贯彻落实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上线要求，2022

年起我市各系列职称申报人员需按照各系列职称年度申报评审

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江苏人才服务云平台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服务专区（https://www.jssrcfwypt.org.cn/web/cdsu/zjfwz

q），在线如实填报相关申报信息，完成网上申报，并可通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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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智慧人社”手机 APP首页“办件”栏目查询审核进度。具体操作

可参考《南京市职称评审申报操作指南（通用类）》（见附件 2）。 

经评委会办事机构网上审核通过的申报人员可登录江苏人

才服务云平台自助打印《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并按要求签字

盖章后递交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其余申报材料原则上均在线上

传，无需递交纸质材料。 

四、审核及评审要求 

（一）单位审核。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

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推荐

上报。 

（二）主管部门及评委会办事机构审核。主管部门及评委

会办事机构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按时完成线上审核，对不符

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

的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向申报人员说明原因。

对需退回补充的申报材料，如申报人员逾期未补充完整的，视

为放弃申报。各评委会办事机构需于评审前将审核通过人员名

单在官方网站公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评审备案。各中级评委会须于评审会议召开 5 天前

向市职称办报备资格审查、评前公示、评审专家抽取和评审通

过率设定等评审工作准备情况；各高级评委会须于评审会议召

开 10天前向市职称办报备相应评审工作准备情况，由市职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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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向省职称办报备。评审专家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其中本

地、本单位以外的评审专家人数不少于 20%。 

（四）评审组织。职称评审应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

文、唯奖项”倾向，树立重品德、重能力、重业绩的评价导向。

各评委会原则上于 2022年 11月底前完成评审，12月底前完成

公示、上报工作，不得跨年度评审。如无法按计划完成，须提

前 10个工作日向市职称办说明原因，对无法按期完成年度评审

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其职称评审权。因今

年起转入省平台进行职称线上评审，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应积极

做好省平台线上评审的各项筹备及组织工作。 

（五）结果公示。各评委会办事机构须将评审通过人员名

单在官方网站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并将评审结果（评审结

果报告、公示情况说明、花名册等材料）在公示结束后 10个工

作日内报市职称办备案。 

（六）行文发证。中级职称评审结果由市职称办发文公布，

高级职称由市职称办向省职称办报送评审结果，由省职称办发

文公布。评审通过人员自主打印全省统一编号的电子职称证书，

证书内容包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身份证号、工作单位、

资格名称、专业名称、取得资格时间、批复文号等。 

五、其他工作要求 

    （一）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应按时发布申报评审通知、受理

审核材料、组织线上评审等，并负责做好政策咨询答疑等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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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今年，我市新增生物医药工程、自然科学研究等专业中

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各系列中、高级职称评委会办事机构一览

表详见附件 3。 

（二）各评委会办事机构应严格按照《关于公布南京市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宁财综〔2021〕198号）规定

收取评审费用，申报人员论文论著学术检测费用从面试答辩及

论文鉴定费中列支。 

（三）申报人员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

成果或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职称的，一经查实，撤销职称

并记入个人职称诚信档案，记录期限为 3 年。今年将继续对申

报人员提交的学术成果材料进行学术相似性检测，查重结果将

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参考依据。各系列查重标准由各评审委员

会执委会研究决定，并报市职称办备案。 

（四）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园区）人社部门要加强对

评委会办事机构的检查和指导，进一步规范评审工作程序。凡

违反有关政策规定、评审程序及纪律要求，或随意降低评价标

准，不能保证评审质量的，将视情予以通报，并责令其限期纠

正。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职称评审权，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 

（五）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省、市现行职称政策执行，

由市职称办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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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 

时认定表 

2. 南京市职称评审申报操作指南（通用类） 

3. 南京市中、高级职称评委会办事机构一览表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5月 12日 

 

 

 

 

 

 

 

 

 

 

 

 

 

 

 

 

 

 

 

抄送：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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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 

科目学时认定表 

姓名 身 份 证 号 码  
拟申报专业 

技术资格 

      

学 时 项 目 及 计 算 标 准  学时认定数 

参加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行业主管部门和省、市继续教育基地举

办的与专业相关的继续教育培训班、研修班学习，每天认定 8 学时;参加其他行

业类培训进修、学术研讨活动（包括单位和企业自行组织的），每天可登记认

定 6个学时；没有明确授课时数只有授课天数的培训学习，按每天 4学时认定。 

  

参加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市行业主管部门和省、市继续教育基地提

供的网络课件学习，按照课件标定的学时数进行认定。 
  

参加国家级学术会议认定 10学时，报告论文者，2000字以内另加 20学时，2000

字以上另加 30学时；参加省、部级学术会议认定 8学时，报告论文者，2000字

以内另加 15学时；2000字以上另加 25学时。 

  

参加境外培训，按实际培训学时认定；参加境外学术活动，按每半年 40学时认

定（在途时间不计算在内）。 
  

讲授继续教育课程，按实际授课时数的 2 倍认定学时；讲授学术报告或讲座，

按实际学时数的 3倍认定学时。 
 

参加与专业相关的在职学历教育，考试合格，当年度每门课程认定 20学时。   

参加专业技术资格、执（职）业资格、职业水平考试（含职称英语、职称计算

机考试），成绩合格，当年度每门科目认定 30学时。 
  

在本专业正规刊物(有 ISSN和 CN刊号)上发表论文 

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按 30 学时认定，其他作者按 10 学时认定。独立或

以第一作者公开出版专业著作、论著按 60学时认定，其他作者按 40学时认定。

同一论文或著作，只计算一次，不重复认定学时。 

  

  

独立承担继续教育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团体）的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并结项

的，每项研究课题或项目认定 40学时；与他人合作完成的，每项研究课题或项

目的主持人折算为 40学时，其他参与人每人折算为 30学时。 

  

  

经组织批准，参加省、市组织的专家服务基层活动，每次活动认定 20学时。  

专业技术人员个人自学、单位统一组织自学，由用人单位建立学习档案并明确

具体学时，每年累计不超过 20学时。用人单位未建立学习档案的不予认定。 
 

学时合计（大写）  

注：以上学时认定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并随此表上传至职称申报系统。 

单位名称（盖章） :                负责人：                 填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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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京市职称评审申报操作指南 

（通用类） 

 

一、申报流程 

申报人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

大厅（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 

 

 

 

 

使用江苏智慧人社 APP或支付宝扫码登录，个人账号登录

成功后，依次选择：①个人办事→②人才人事→③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服务→④职称评审申报，进行申报。 

二、填报事项（上传的相关附件材料仅支持 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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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称申报基本信息 

1. 个人基本信息：系统默认获取申报人省内参保信息，如

申报人基本信息与实际不符，或照片需要更新的，请至所在地

的市、区人社部门社会保障卡经办网点办理，确保省、市社保

信息一致。 

2. 移动电话和电子邮箱：请填写本人信息。 

3.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现职称）：请下拉选择本人现任职

业资格名称，涉及未列职称资格或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证书的，

请选择“其他”，并手动填写具体名称。 

4.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用时间和专业技术工作年限：请填

写本人实际情况。 

5. 所属行政区划： 

按各评委会申报通知要求，申报区属评审委员会的专业技

术人员，请选择单位所在区；其他申报人员请选择“南京市本

级”。 

6. 参保单位： 

系统自动获取申报人社保单位信息。 

7.  现从事专业：请下拉选择所从事的专业（例：工程→建

设工程→工程设计→建筑设计）。 

8. 工作单位性质： 

请选择工作单位的性质（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个体经济组织、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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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实际工作单位是否在江苏参保：请选择是或否。 

10. 行政主管部门： 

事业单位人员请选择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申报人员

均请选择“无”。 

11. 工作单位： 

请输入单位全称或单位社会信用代码，点击搜索按钮选择

所在单位。 

12. 申报专业选择： 

请下拉选择专业的最后一级子节点（例：工程→建设工程

→工程设计→建筑设计）。 

13. 选择申报级别、申报专业，系统根据单位行政区划、级

别、专业字段筛选出可申报评委会，根据各评委会申报通

知要求，选择所需申报的评委会。 

14. 申报类型：选择正常申报或破格申报。 

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暂存，进入下一阶段信息的填写

和材料的上传。 

（二）学历学位信息 

1. 系统自动获取教育部学历（学位）信息； 

2. 如新增学历学位信息时，须提供学历（学位）信息的电

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3. 党校、部队院校和技工院校等无法提供学历（学位）认

证报告的，须提供毕业生登记表等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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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按实际情况上传现专

业技术资格情况（现职称）、行业准入资格、职业资格情况和

职业技能等级。 

（四）参加学术团体情况：按实际情况填写。 

（五）社会兼职情况：按实际情况填写。 

（六）奖惩情况：按实际情况填写。 

（七）工作经历：按实际情况填写，如有多个附件材料，

请合并成一份 PDF文件上传，并在首页标注目录。 

（八）继续教育情况：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由系统实时记录

学时并自动转入职称申报平台，也可在线打印并上传公需课学

时证明；专业科目请上传《2022年南京市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

时认定表》，并提供学时计算证明材料。申报高级职称，需参

加 1个知识更新工程高级研修班线上专题讲座学习。 

（九）学术成果信息： 

1. 所提交的论文如能检索到，需将检索的地址复制到申报

系统论文栏目的指定位置。 

2. 所提交的论文无法检索到的，应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期

刊查询结果截图、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论文正文及封底

合并成 PDF文件上传，并上传论文文字内容的WORD版本。 

（十）工作业绩：根据要求如实填报，如有多个附件材料，

请合并成一份 PDF文件上传，并在首页标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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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作总结：任职以来工作总结（包括专业技术能

力、工作成绩及履行职责情况等），建议至少 800 字，请勿超

过 2000字。 

（十二）年度考核信息：按实际情况填写，其中事业单位

人员必填。 

（十三）发明专利：按实际情况填写。 

（十四）社保缴纳证明：总部在宁的外地企业申报人员，

提供单位隶属关系证明材料及缴纳社保证明。 

（十五）单位公示及结果报告证明： 

1. 单位同意申报证明：点击模板下载填写相关信息后，上

传单位同意申报证明 PDF文件（单位盖章）； 

2. 个人承诺书：点击模板下载填写相关信息后，上传 PDF

文件（个人手写签名）。 

（十六）其他材料：劳务派遣人员，需提供用工单位的工

作证明、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劳动合同、用工单位与用

人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协议及用人单位依法取得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证。 

申报人填写完所有的信息后可以预览申报表，确认申报信

息正确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此次申报，等待后续审核。 

点击“暂存”按钮保存此次申报的信息，在“个人中心”-“办理

中”可查看暂存的信息，并可修改提交。如点击“取消申请”按钮，

则删除此次申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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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事项 

1. 申报进度查询：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

办事服务大厅”，在“个人中心”中查询申报信息、审核进度及审

核意见。也可手机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在 “办件”中查询

审核情况。 

2. 证书（申报表）查询和打印：请在当年度职称评审通过

后，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在“查询服务”中选择“职称证书在线查询”进行证书查询、电子证

书打印和申报表打印。也可在“个人中心”中，进入个人年度申

报页面，下载打印评审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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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京市中、高级职称评委会办事机构一览表 

序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日常工作联系部门 

（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网址 

1 
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专业技术人
员，讲师资格 

南京市教育局 84455501 长江路 272号 207室 
南京市教育局 

edu.nanjing.gov.cn 

2 
南京市技工学校教师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技工学校专业技术人员，
讲师、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职业
能力建设处） 

68788112 
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
大厦 D座 16F88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www.njhrss.gov.cn 

3 
南京市农业系列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农业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农
艺师、畜牧（兽医）师、工程师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68786061 
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
大厦 B座 1647室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nyncj.nanjing.gov.cn 

4 
南京市体育教练员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体育教练专业技术人员，
中级教练员资格 

南京市体育局 84653571 中山东路 145号 
南京体育 

www.njsports.gov.cn 

5 
南京市律师和公证员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律师、公证员专业技术人
员，三级律师、公证员资格 

南京市司法局 68789289 
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
大厦 A座 1313室 

南京司法局 

sfj.nanjing.gov.cn 

6 
南京市档案专业人员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档案专业技术人员，馆员
资格 

南京市档案馆 68781921 
建邺区梦都大街 168

号 911室 

南京市档案馆 

dag.nanjing.gov.cn 

7 
南京市新闻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新闻系列专业技术人员，
记者、编辑资格 

南京市委宣传部 83212475 
北京东路 41号 7号

楼 310室 

南京文明网 

nj.wenming.cn 



 — 18 — 

序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日常工作联系部门 

（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网址 

8 
南京市文化艺术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文化艺术、群众文化、文物博
物、图书资料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 

68789898 
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
大厦A座15F12房间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wlj.nanjing.gov.cn 

9 
南京市水利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水务局 52367861 
鼓楼区汉江路 6号

411室 

南京市水务局 

shuiwu.nanjing.gov.cn 

10 
南京市交通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交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83194209 

83194528 

珠江路 63号交通大
厦 1202、1206房间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jtj.nanjing.gov.cn 

11 
南京市机械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师资格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86989789 

86989799 
珠江路 280号 709室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www.njmes.org 

12 
南京市工艺美术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员，
工艺美术师资格 

南京市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 

83614374 北京东路 31号 6楼 
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www.njgm.net 

13 
南京市石化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师资格 

南京新型工业行业
协会 

83692549 
鼓楼区芦席营 68号
南汽商务大厦 902室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 

www.njnii.com 

14 
南京市药学专业（药品）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药学（药品）专业技术人
员，主管（中药）药师资格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83199519 
秦淮区中华路 214号

三楼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www.njyyhyxh.com 

15 
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中级
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
员，助理研究员资格 

南京市委宣传部 83613095 
北京东路 41号 30号

楼 609 

龙虎网 

www.longhoo.net 

16 
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学会 

86623906 
秦淮区莫愁路丁家

巷 34号 

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学会 

www.njrsxh.com 

http://www.njsl.gov.cn/
http://www.njsl.gov.cn/


 — 19 — 

序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日常工作联系部门 

（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网址 

17 
南京市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建设工程【市各事业单位；
市（区）属国有企业；市造价协
会、园林协会、勘察设计协会和
建筑业协会会员企业】专业技术

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 

83734187 广州路 183号 512室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sjw.nanjing.gov.cn 

18 
南京市建设工程社会化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建设工程【市其他民营或
无主管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工

程师资格 

南京市人才服务中
心 

83151883 
北京东路 63号人才
大厦一楼 106室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www.njhrss.gov.cn 

19 
南京市铁路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铁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师资格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 

51892722 
中山路 228号 2708

室 

南京地铁集团 

www.njmetro.com 

20 
南京市自然资源工程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自然资源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 

89691706 
中山路 171号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ghj.nanjing.gov.cn 

21 
江北新区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北新区企业建设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江北新区教育
和社会保障局 

88020965 

88020968 

江北新区凤滁路 48

号 319室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
会 

njna.nanjing.gov.cn 

22 
江北新区电子信息工程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北新区企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23 
江北新区机械工程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北新区企业机械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工程师资格 

24 
江北新区石化工程中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北新区企业石化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工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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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日常工作联系部门 

（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网址 

25 

江北新区中小学（幼儿园）一
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 

江北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一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 

南京市江北新区党
群工作部 

88029228          

88029223 

江北新区药谷大道 9

号会展中心 1308室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
员会 

njna.nanjing.gov.cn 

26 
秦淮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秦淮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秦淮区教育
局 

52650617 
秦虹南路 176号人事

科 206室 

秦淮区教育信息网 

www.njqhjy.cn 

27 
栖霞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栖霞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栖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5337681 

栖霞区文苑路 118号
仙林商务办公中心 8

楼 8840 

栖霞区人民政府 

www.njqxq.gov.cn 

28 
高淳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高淳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高淳区教育
局 

57338636 

高淳区淳溪街道镇
兴路 229号高淳区教
育局 311室 

高淳教育网 

www.gcjy.info 

29 
浦口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浦口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浦口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8881780 
浦口区江浦街道珠
江路 5号劳动大厦 

浦口区人民政府 

www.pukou.gov.cn 

30 

雨花台区中小学（幼儿园）一
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

会 

雨花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一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

格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52883275 

雨花台区雨花东路 1

号人力资源市场二
楼职称和事业单位

科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 

www.njyh.gov.cn 

31 
建邺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建邺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建邺区教育
局 

87778244 江东中路269号1103 
南京市建邺区政府 

www.njjy.gov.cn 

32 
玄武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玄武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玄武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83682196 
玄武区珠江路 275号

403室 

南京市玄武区政府 

www.xwzf.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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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六合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六合区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

术资格 

南京市六合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57121798 
雄州南路 268号六合
大厦 1630室 

六合教育 

www.lhenet.net 

34 
鼓楼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鼓楼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鼓楼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68731238 虎踞路 49号 617室 
鼓楼区人民政府 

www.njgl.gov.cn 

35 
溧水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溧水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溧水区教育
局 

57213271 
溧水区永阳街道中
山西路 12号 

溧水教育信息网 

www.njlsedu.cn 

36 
江宁区中小学（幼儿园）一级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宁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一
级教师、二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江宁区教育
局 

52282895 江宁区小龙湾路 1号 
江宁区教育服务平台

www.jnjy.net.cn 

37 
江宁区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宁区建设工程【区各事业单位；
市（区）属国有企业；建筑业协
会会员企业、其他民营或无主管
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资

格 

南京市江宁区城乡
建设局 

52706216 
江宁区天元东路

2999号 

江宁区人民政府 

www.jiangning.gov.cn 

38 
江宁区档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江宁区档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
馆员资格 

南京市江宁区档案
馆 

52281153 
江宁区天元东路

1160号 

江宁区人民政府 

www.jiangning.gov.cn 

39 
南京市质量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工程专业技
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84648584 珠江路 696号 
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amr.nanjing.gov.cn 

40 
南京市生态环境工程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环境保护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83726550 
虎踞路 175号辅楼三

楼 
南京市生态环境局 
hbj.nanj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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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淳区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高淳区建设工程【区各事业单位；
市（区）属国有企业；建筑业协会
会员企业、其他民营或无主管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高淳区城乡
建设局 

57328926 高淳区镇兴路 227号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 

www.njgc.gov.cn 

42 
六合区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六合区建设工程【区各事业单位；
市（区）属国有企业；建筑业协
会会员企业、其他民营或无主管
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工程师资

格 

南京市六合区城乡
建设局 

57577612 
六合区雄州街道峨
嵋路 302号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
www.njlh.gov.cn 

43 
南京市乡土人才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乡土人才专业技术人员，
乡村振兴技艺师资格 

南京工艺美术行业
协会 

83614374 北京东路 31号 6楼 
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www.njgm.net 

44 
南京市党校教师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
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讲师资格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86752046 
栖霞区灵山北路 190

号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dx.nanjing.gov.cn 

45 
南京市轻工（纺织）工程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轻工（纺织）工程专业技
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 

85437227 

南京市建邺区嘉陵
江东街 50号康缘智
汇港 C座 13-15层 

南京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njspkxjsxh.njkjgzz.org.cn

/portal/njspkxjsxh/index.

action 

46 

南京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电
子信息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专业技术
人员，工程师资格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 / / 

47 
南京市智能交通工程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智能交通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综合交通运
输学会 

83194092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
路 63-1号 

南京市综合交通运输学会
（协会） 

njjtxh.njkjgzz.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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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南京市文化艺术新文艺群体中
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新文艺群体文化艺术专业
人员，文化艺术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南京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 

84578558 
秦淮区白下路 358号
南京广电大厦 24楼 

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http://wl.nanjing.gov.cn/ 

49 

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企业（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安居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68255060 

68255069 

雨花台区安德门大
街 32号 

南京安居建设集团 

www.njajjt.com 

50 

南京市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企业（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84780663 建邺区创意路 88号 / 

51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企业（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83724086 
鼓楼区华侨路 56号
大地大厦 27楼 

/ 

52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企业（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83278501 

鼓楼区北京西路 12

号 

后楼 4楼 

/ 

53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企业（下属企业）建设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8018888-8

607 
秦淮区紫云大道 9号 / 

54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石
化工程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企业（下属企业）石化工程专业
技术人员，工程师资格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83799915 
鼓楼区马台街99号5

楼 
/ 

55 
南京市生物医药工程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生物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工程师资格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83199519 

83199589 

秦淮区中华路 214号
三楼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www.njyyhy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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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南京市自然科学研究中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
员，助理研究员资格 

南京市科学技术普
及服务中心 

84480904  
秦淮区龙蟠中路 317

号北楼三楼 

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http://kx.nanjing.gov.cn/ 

 

1 
南京市卫生技术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副主
任医（中医、技）师、副主任药
（中药）师、副研究员资格 

南京市卫健委 83765450 紫竹林 3号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wjw.nanjing.gov.cn 

2 
南京市护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护理专业技术人员，副主
任护师资格 

3 
南京市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社区主任医（药、护、技）师、
社区副主任医（药、护、技）师

资格 

4 
南京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正
高级工程师(全市)资格、高级工程
师（市各事业单位；市、区属国有
企业；市造价、园林、勘察设计和
建筑业协会会员企业）资格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 

83734187 广州路 183号 512室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sjw.nanjing.gov.cn 

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市其他民营或无主

管企业）资格 

南京市 

人才服务中心 
83151883 

北京东路 63号人才
大厦一楼 106室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www.nj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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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京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86989789 珠江路 280号 709室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www.njmes.org 

6 
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资格 

南京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学会 

86623906 
秦淮区莫愁路丁家

巷 34号 

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学会 

www.njrsxh.com 

7 
南京市石化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新型工业行业
协会 

83692549 
鼓楼区芦席营 68号
南汽商务大厦 902室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 

www.njnii.com 

8 
南京市交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交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
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83194209 

83194540 

珠江路 63号交通大
厦 1206、1202房间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jtj.nanjing.gov.cn 

9 
南京市农业系列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农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
农艺师、高级畜牧师、高级兽医

师资格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68786061 
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
大厦 B座 1647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nyncj.nanjing.gov.cn 

10 
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经济专业技术人员，高级
经济师资格 

南京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68788867 
江东中路 265号新城

大厦 17F 

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 

njec.gov.cn 

11 
南京市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高级
会计师资格 

南京市财政局 51808610 长江路 66号 
南京市财政局 

www.njc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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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

员会 

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
员，副研究员资格 

南京市委宣传部 83613095 
玄武区北京东路

41号 

龙虎网 

www.longhoo.net 

13 
南京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本地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
小学高级教师、幼儿园高级教师

资格 

南京市教育局 84455501 长江路 272号 207室 
南京市教育局 

edu.nanjing.gov.cn 

14 

江苏省南京市中等职业教师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

委员会 

本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
讲师、高级实验师资格 

15 

中国（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
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委员会 

江北新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

师资格 
南京江北新区教育
和社会保障局 

88020965 
江北新区凤滁路 48

号 319室 

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
会 

njna.nanjing.gov.cn 

16 

中国（江苏）自贸区南京片区
石化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

委员会 

江北新区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
员，正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