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二：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工艺美术系列中初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材料注意事项 

申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应提交的申报材

料种类和份数： 

一、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情况登记表（A4 型纸，1 份，

打印填写内容） 

申评人员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内容主要是获得初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以来的与申报专业一致的专业技术工作情况、

业绩，一般不超过 2500 字，不低于 1500 字。个人签名，各单

位(或存档单位)对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内容要进行属实性的审

查并加盖公章。 

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原件 2 份） 

1、封面 

按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工艺美术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试行）所规定的专业填写，如工艺美术

系列须后加括号注明细分专业，如工艺美术（服装设计）等。 

申评级别填写任职资格名称，如中级或初级。 

2、基本情况 

注意准备三张近期小二寸正面免冠半身照片（其中二张贴

在评定表上）。 

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及取得时间、审批机关等内容，

按本人任职资格证书内容填写；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

聘任时间按单位最早发给本人聘书的职务和时间填写；学历按

本人最高有效学历填写，后补规定学历不满申评规定年限的，

还须填写取得后补学历前的有效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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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学习经历 

从中专填起（专业学习经历），要写清所在学校、院系、专

业的全称，学习起止时间。包括业余时间参加夜大、函大、电

大或自学考试等学历学习；培训、专业学习、国内外进修等，

起止时间均填写到月。 

4、工作经历 

从参加工作时间填写，其间的脱产学习、培训如已在培训

学习经历中注明，可不再填写。 

5、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 

填写任现职以后的工作内容，对主持、参加、参与的项目

要明确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排序、具体负责内容等，且最好附

有相应的证明性材料。 

6、著作、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登记 

填写任现职以后发表的著作、论文等，并按栏目要求逐项

填写。 

7、考试成绩及答辩情况 

不用填写。 

8、年度及任职期满考核结果 

由本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从德、能、勤、绩四方面填写，

并注明年度考核成绩，签字并盖本单位公章。 

9、单位推荐意见 

上“基层单位意见”，由本单位处（室）负责人填写，注明

是否同意推荐并签字。 

下“呈报单位意见”，由本单位负责人填写，注明是否同意，

推荐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评审表要用钢笔或签字笔规范填写（其中一份要手填），

字迹要端正，要让评委看清楚。 

 



3 

 

三、学历证明（1 份） 

须提供经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审核盖

章的、符合规定的最高学历证明的复印件。对于后补学历、学

位教育的要将所有有关学历（含起点学历）、学位教育的证明

附齐全。 

四、现专业技术资格证明（1 份） 

须提供经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审核盖

章的复印件。 

对于没有资格证书的，可将档案中的现任资格评定表有关

页复印并加盖公章作为证明。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内容及时间要复印齐全。 

五、申报论文 

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反映和代表申报人最高

学术技术水平的论文、著作、译著或科研、设计、策划组织报

告及其他反映本人工作成果的材料不少于规定篇目。 

规定篇目是最低要求，可多附。对于集体成果作品，一定

要有个人在其中体现作用的内容，原件不好附的可将封面、版

权页、主要章节页、目录页、前言页等复印，并加盖申报人所

在单位人事(或存档单位)验印章。即将发表的以清样为准（发

表时间应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论文内容和格式要求可参照“论文要求”。 

六、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专家推荐书（手填）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专家推荐书由专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

加盖公章，两名同行专家推荐意见的内容不应雷同。 

七、其他科技成果鉴定材料或获奖证明等 

提供的复印件须经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

审核盖章。 

其他科技成果指项目鉴定书、专利、获奖证明等，获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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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属集体奖项的要出具有关证明。 

八、申报人还须提交个人作品（照片） 6 幅（件），量多

不限。 

其作品主题须与申报表“专业技术工作”栏目或“专业获奖”

栏目中填写内容相对应。每件作品应加盖工作单位（或被采用

单位）公章，并装订成册。作品规格为 A4（297×210mm），其中

照片用冲洗件或专用照片打印纸打印后再用 A4 纸装裱。每幅

作品须在左下角如实注明作品名称、创作时间、创作地点、创

作思路以及设计人员、创作人员的本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或采

用单位公章)。创作思路过长可以另附纸张。如果不是独立创

作，还需注明其他创作人员姓名以及本人创意的部分。对于伪

造作品，抄袭或剽窃他人作品的申报人员，一经评委会查实，

按有关评审纪律的规定处理。 

九、申报人须提交与申报表中“专业获奖、取得专利、标准

制定情况”、“主要发表论文、论（译）著情况”栏填写内容相对

应资料原件或复印件 1 套（其中：资料原件应是可不退还的，

著作复印件必须复印著作封面、目录及版权页），复印件须加

盖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公章并按填写顺序

左上角装订。 

  请将上述九项材料按顺序装入材料袋中，每人一袋，材料

袋需坚固无破损；材料袋封面应粘贴“申报材料目录表”，并按

提交材料的内容和数量如实填写。（“申报材料目录表”可以从网

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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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获得者，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二年，需认定有

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应提交的材料种类

和份数： 

一、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情况登记表（A4 型纸，1 份，

打印填写内容） 

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内容主要是从事申报专业技术工作情

况、业绩，一般不超过 2500 字，不低于 1500 字。个人签名，

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对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内容要进行属实性的审查并加盖公章。 

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原件 2 份，其中

手填一份） 

填写要求与申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的填写

要求一致。 

三、 业绩、成果的有关材料 

业绩、成果指设计的作品、获奖证明、编辑出版的有关刊

物（包括内部刊物）、撰写的有关文章等。 

四、 学历证明（1 份） 

须提供经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审核盖

章的、符合规定的最高学历证明的复印件。对于后补学历、学

位教育的要将所有有关学历（含起点学历）、学位教育的证明

附齐全。 

五、提交至少 4 幅以上被企业采用的本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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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作品应加盖工作单位（或被采用单位）公章，并装订

成册。作品规格为 A4（297×210mm），其中照片用冲洗件或专用

照片打印纸打印后再用 A4 纸装裱。每幅作品须在左下角如实

注明作品名称、创作时间、创作地点、创作思路以及设计人员、

创作人员的本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或采用单位公章)。创作思路

过长可以另附纸张。如果不是独立创作，还需注明其他创作人

员姓名以及本人创意的部分。对于伪造作品，抄袭或剽窃他人

作品的申报人员，一经评委会查实，按有关评审纪律的规定处

理。 

请将上述四项材料按顺序装入材料袋中，每人一袋，材料

袋需坚固无破损；材料袋封面应粘贴“申报材料目录表”，并

按提交材料的内容和数量如实填写。（“申报材料目录表”可

以从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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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应提交的申报材料

种类和份数： 

一、个人专业技术工作总结情况登记表（A4 型纸，1 份） 

申报人员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内容主要是获得有关专业设

计员以来或见习期一年的专业技术工作情况、业绩，一般不超

过 1500 字，不低于 1000 字。个人签名，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

部门(或存档单位)对专业技术工作总结内容要进行属实性的

审查并加盖公章。 

二、《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或《大中专毕业生见习

期考核鉴定表》（原件 2 份） 

三、学历证明（1 份） 

须提供经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存档单位)审核盖

章的、符合规定的最高学历证明的复印件。对于后补学历、学

位教育的要将所有有关学历（含起点学历）、学位教育的证明

附齐全。 

四、现专业技术资格证明（1 份） 

中专学历人员须提供经人事部门审核盖章的复印件。 

对于没有资格证书的，可将档案中的现任资格评定表有关

页复印并加盖公章作为证明。现任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内容及时间要复印齐全。 

五、提交至少 4 幅以上被企业采用的本人作品。 

每件作品应加盖工作单位（或被采用单位）公章，并装订

成册。作品规格为 A4（297×210mm），其中照片用冲洗件或专用

照片打印纸打印后再用 A4 纸装裱。每幅作品须在左下角如实

注明作品名称、创作时间、创作地点、创作思路以及设计人员、

创作人员的本人签名并加盖公章(或采用单位公章)。创作思路

过长可以另附纸张。如果不是独立创作，还需注明其他创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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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姓名以及本人创意的部分。对于伪造作品，抄袭或剽窃他人

作品的申报人员，一经评委会查实，按有关评审纪律的规定处

理。 

请将上述三(或四)项材料按顺序装入材料袋中，每人一袋，

材料袋需坚固无破损；材料袋封面应粘贴“申报材料目录表”，

并按提交材料的内容和数量如实填写。（“申报材料目录表”可以

从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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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要求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论文是专家对申报人进行

评价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为使申报论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代表性和规范性，便于专家做出公正的评价，申报人在撰写论

文时应按照以下要求： 

  一、基本要求 

  1、申报的论文应是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要独立撰写或

以第一作者与他人合作的，不能抄袭、拼凑他人文章。 

  2、申报论文的专业内容必须和申报人长期从事的专业工

作相一致，必须与本人申报专业一致。 

  3、申报论文应是申报人在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以后撰写的。 

  二、论文内容 

  申报论文的内容要理论联系实际，须是申报人亲身实践或

亲自完成的业务工作或项目、数据、资料是本人的创作思路。 

    三、格式要求 

   1、论文中引用的文字、数据应采取加注的方式，并在参

考文献表中注明原作者、原文章名称、页码、日期； 

   2、论文中引用的表格应在表格下面注释原作者、原文章

名称、页码、日期； 

   3、申报论文须用 A4（210×297MM）标准大小的白纸单面

打印、装订，并按照编写格式中的项目顺序装订； 

   4、正文字数在 3000 字左右。 

   5、编写格式 

   ①封面（包括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课题的专业

方向）； 

   ②论文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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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参考文献表（应与正文中的加注对应）； 

   ④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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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工艺美术系列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文件要求 

 

工艺美术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专业设

置 

评委会名

称 
专业 专业描述 

证书打印专

业 

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

会工艺美

术系列中

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

职资格评

审委员会 

服装设

计 

服装成衣、定制服装、戏剧

影视舞台艺术服装等设计 
服装设计 

染织艺

术设计 
纺织印染图案等设计 

染织艺术 

设计 

装潢美

术设计 
对产品包装物美化设计 

装潢美术设

计 

陈列展

览设计 
从事陈列研究、展览设计 

陈列展览设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