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杭电人 〔⒛16〕165号

关于做好 ⒛16年 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深

化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的意见》(浙 教高科

匚2014〕 28号 )、《关于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改革有

关问题的通知》(浙教高科 匚⒛14)84号 )和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 (试行 )》(杭电人 匚2014〕 300号 )

等文件精神,为 做好我校 ⒛16年 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指导思想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 持
“
公开、公平、公正”

的

评聘原则,以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为目标,进 一步强化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的导向功能,切 实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水平、人才培



养质量、服务社会及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促 进学校教育事业科学

和谐发展。

二、评聘政策

(一 )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要与我校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

制度紧密结合,严 格执行按岗申报、按岗评聘原则。

(二 )要采取切实措施,规 范学术行为,严 肃学术纪律,把

师德和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严 格执行
“
师德、学

风一票否决制
”。申请专业技术职务所填报的论文,须提交学术不

端文献检测报告。

(三 )指标分配。根据省里规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及各学院现

有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对各学院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指标

分配 (详见附件 1)。

(四 )强 化教学中心地位。

1切 实落实
“
教授、副教授上讲台制度

”
,未 按学校规定要

求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者不得申报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

2,完善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和育人成果等效评价机制。教师

教育教学方面的成果及项目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中与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一视同仁。教师实践教学以及指导学生参加各类学科、

技能竞赛等取得的成果均可作为教师的教学成果。

(五 )规 范教师专业发展考核。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有关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要求,严

格执行省教育厅有关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重视助讲经历的考

核。



(六 )强 化质量意识。

1提 交的论文、著作原则上为任现职以来公开发表或正式出

版。所有教学、科研项目需注明立项号,项 目有关信{憝必须与文

件一致。所有省部级以上科研 (教改)项 目研究成果必须提交结

题报告、成果运用证明或阶段性成杲。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厅局级及以下课题必须结题才能填报。

2对 于提交的论文、项目、课题、成果与申报的职称系列关

联度不高的从严控制。

3.获得博士学位且已担任两年及以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人员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不得填入专业技术职务申报材料(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人员除外)。

(七 )新 进高层次人才评聘。

1.根据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管理办法引进的第一至第三

层次人才,经 学校研究同意,直 接聘任其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第四层次人才和不具有副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第六层次人才,由学校分别外送 7位 和 5位

专家进行评议,获 得 5位 和 3位 以上专家认可,经 学校同意后,

可聘任正高级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相 应职务聘期为 3年 ,但

需在 3年 内参加并通过学校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否则按其

实际水平重新聘任。上述人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3年 内不占学院

指标。

(八 )科 学科研业绩突出的团队给予指标奖励.

为鼓励大项目、大团队和大平台建设,近 三年 (zO14年 、



⒛15年 、⒛16年 )教 学科研业绩突出的团队在专业技术职务评

聘指标上给予奖励。(1)团 队负责人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奖、

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级教学科研团队、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

奖励给团队 1个 正高指标;(2)团 队负责人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

成果一等奖、国家级重点项目、省部级教学科研团队、省部级教

学科研平台,奖 励给团队 1个 副高指标。以上成果必须以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为第一申报单位。上述奖励指标单设 (国家级重大、

重点项目奖励指标需在结题前使用〉。

三、评聘工作中的有关具体规定

(一 )2016年 专业技术职务申报的业绩条件按照 《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试行)》(杭电人∈2014〕

3OO号 )执 行(含教肓管理系列)。

(二 )申请专业技术职务所提交各类材料的时间,为 任现职

以来至申报当年 6月 30日 。

(三 )学校严格执行省教育厅
“
连续两年评审不通过需间隔

一年
”
政策,对 前两年已连续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未获通过的

教师,须 停一年方可再次申报。对于当年未通过,第二次申报要

有新业绩成果 (主要指项目、论文论著或成果获奖等)。

(四 )计 算机和外语要求

从今年起,计 算机和外语考核均不做具体要求,考 试成绩仅

供参考。

(五 )教 师系列教学工作要求。

对申报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人员,要求满足学校规定的基本课



时 (双肩挑人员可以减半)。教学工作量以教务处、研究生院、

继续教育学院等提供的数据为准 (各类培训班教育、在外单位兼

课等均不计入教学工作量)。任现职以来必须有学生工作经历.

(六 )论 文、论著、科研成果等材料的要求。

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论 文论著限填 6项 ;申 报副高级

专业技术职务,论 文论著限填 4项 。所有科研项目需注明立项号

或文件号,限 填 5项 .

(七 )教 学核心论文审核标准。

按照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实施办法》(杭

电人[2014]300号 )文 件规定:申 报教学科研并重型教授、副教

授 (不含国防军工类)专业技术职务必须要有 1篇 在核心以上期

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经学校研究,为 鼓励教师在教学研究、

教学建设和教学改革中做出突出业绩,若 不满足原有条件,可 用

下面条款代替:申 报教学科研并重型教授,满 足 2016年 《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岗位设置与聘任实施办法》(杭 电人 〔zO16〕 125

号)中 教学核心指标的一项;申 报副教授 (不含国防军工类),

满足上述条件或增加一项科研核心指标。

(八 )考 核要求。

申报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任现职以来或近三年 (13、

14、15年 度 )考 核均为
“
合格

”
及以上等级者,方 可申报高一

级专业技术职务。近五年教学工作业绩考核累计三年为A者 ,优

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九 )破 格申报。



破格分为学历、任职年限破格和业绩破格。

学历、任职年限未达到评聘要求,但 满足破格申报的基本条

件和业绩条件人员可申请学历或任职年限破格,一 般不允许学

历、任职年限双破格申报。

业绩条件未达到评聘要求,但 某一方面业绩特别突出人员,

可申请业绩破格。

破格申报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近三年教学工

作业绩考核必须有一次为A或 连续两年及以上为B。破格申报其

他系列的人员,近 三年年度考核至少有一年为优秀。

所有破格人员必须经所在学院学术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票推荐后,再 进学校破格组评审,学 校破格组评审通过人员方

可进入学科推荐纽评审。

(十 )其 他专业技术职务系列。

按系列主管部门政策办理。出版、卫生、经济、会计等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按系列主管部门要求,以 考代评。我校没有评审权

限系列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必 须经学校同意后,由 学校委

托相应主管部门评审。未经学校同意擅自委托外单位评审所取得

的专业技术职务不予承认。

四、评聘程序

(一 )个人申请,递 交有关申报材料。申请人应对本人的学

术行为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所 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作出承诺。

(二 )学院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是否符合申报条件进行审

查。根据审核结果,对申请人员是否具各申报条件提出明确意见,



并将具各条件人员报学校。

(三 )各学院将申报人材料进行整理并报教务、科研等相关

部门进行审核。教学工作量分别由教务处、研究生院、继续教育

学院核实;教 学工作业绩由教务处负责审核盖章;论 文论著、科

研项目等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审核盖章。

(四 )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 校聘请校外同行专家进行

学术评议 (即代表作送审)。评议结果符合学校要求后,进 入后

续评聘程序 (具体代表作送审要求详见附件 3)。

(五 )申 报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 《评审表》网上公示,公 示

期不少于 7天 。

(六 )学科推荐组评审。学科推荐组负责所辖单位中、初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推荐评审工作。学科

推荐组按照学校下达给各学院岗位评聘指标的 1△.5比 例进行

推荐.进 入学科推荐组程序即视为参加本年度专业技术职务评

聘。

为做好省重点高校建设,与 学科特区政策衔接,电 子信息学

院、自动化学院、计算机学院的学科推荐组按学校下达的评聘指

标等额推荐到高评委。

(七 )学部评议组评审。学部评议组负责所辖单位中、初级

专业技术职务的审定,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推荐评审工作.学 部

评议组根据学校下达的评聘指标进行等额推荐。

(八 )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对申报专业技术职

务人员进行评聘。



(九 )学 校对评聘结果进行网上公示。

(十 )学校将评聘结果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学 校发

文聘任。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学院和部门

要高度重视,严 格执行国家、省和我校有关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

规定、政策和要求,认 真做好本部门 2016年 专业技术职务的申

报、审核和推荐工作。

附件:1⒛ 16年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指标

2⒛ 16年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日程安排

3申 报高专业技术职务代表作送审的具体要求

42016年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相关表格

5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的具体要求

6申 报专业技术职务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报告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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