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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全省卫生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局），省级有关

部门，中央驻陕有关单位: 

按照我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总体安排，现将2021年度全省卫

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范围 

参评人员范围为陕西省行政区域内在职在岗的医疗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含非公有制单位)。当年达到国家退休年龄的人员不参

加评审，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参加评审。 

二、申报条件 

（一）思想政治条件 

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

业操守。申报人员近5年个人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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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行专业技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含县级公立医院)，

按照评聘结合的原则，申报人员数和空缺岗位数按照 1：1 申报。

当年能够空出的专业技术岗位，可以提前使用。申报人单位须填

写《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岗位设置统计表》。申报职称要求人

岗一致,借调人员借调超过6个月的,不得申报评聘职称。 

（三）职业资格（准入条件）要求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医疗类、护理类职称，应取得相应职

业资格，并按规定进行注册，申报评审专业须与执业注册范围一

致。 

（四）学历、资历条件 

1、晋升正高级职称资格，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副高级职称资格，并聘任现职

满5年。 

2、晋升副高级职称资格，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毕业，具有中级职称资格，并聘任现职

满 2 年；在职期间取得博士学位，具有中级职称资格，并聘任现

职满4年。 

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具有中级职称资格，并聘任现职

满 4 年；在职期间取得硕士学位，具有中级职称资格，并聘任现

职满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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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③-⑥条，须具有中级职称资格，并聘任现职满5年。 

③全日制统招大学本科毕业。 

④在职期间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并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5

年。 

⑤全日制统招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0年。 

⑥在职期间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并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5

年。 

以上学历（学位）均要求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学

位）。 

（五）业绩条件 

为充分体现工作业绩在人才评价中的导向作用，申报人员应

在本岗位工作业绩突出，具有丰富的临床或技术工作经验，能解

决本专业复杂疑难问题，能够指导和组织本专业技术工作和科研

工作，能够指导、培养下一级技术人员开展工作。申报人员需提

供能够反映出其任现职期间诊治疑难杂症、解决疑难问题和日常

工作能力水平的病例、专题报告及课题资料。 

（六）科研成果条件 

参评人员须符合科研成果条件，科研成果均要求在任现职期

内完成，具体要求如下。 

1、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参评科研成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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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类别 正高级资格 

省级三级甲

等医院、省

级公共卫生

机构 

参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中任意 2项: 

1.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为前5

名完成人； 

2.具有省（部）级科研课题 2项，均为第一完成人，

课题已结题或通过验收；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或

SCI-E收录； 

4.作为第一完成人，制订完成本专业的行业部颁标

准； 

5.作为第一完成人，具有至少 1项发明专利（不含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委）

的认可； 

6.有 4 篇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全省卫

生高级职称评审认可的期刊上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本专业

论著性论文。 

省级三级乙

等医院、市

级 三 级 医

院、市级公

共卫生机构 

参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中任意 2项: 

1.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为前3

名完成人； 

2.具有省（部）级科研课题 1项，为前 2名完成人，

课题已结题或通过验收；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或

SCI-E收录； 

4.作为第一完成人，制订完成本专业的行业部颁标

准； 

5.作为第一完成人，具有至少 1项发明专利（不含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委）

的认可； 

6.有 3 篇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全省卫

生高级职称评审认可的期刊上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本专业

论著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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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医疗卫

生单位 

参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并在现场评审时加试

病案分析等临床实践考核内容。 

1.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为前3

名完成人； 

2.具有省（部）级科研课题 1项，为前 2名完成人，

课题已结题或通过验收；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或

SCI-E收录； 

4.作为第一完成人，制订完成本专业的行业部颁标

准； 

5.作为第一完成人，具有至少 1项发明专利（不含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委）

的认可； 

6、有 3 篇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全省卫

生高级职称评审认可的期刊上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本专业

论著性论文。 

单位类别 副高级资格 

省级三级甲

等医院、省

级公共卫生

机构 

参评人员须符合下列第 6项条件，或 1-5项中任意 2

项： 

1.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为前3

名完成人； 

2.具有省（部）级科研课题 1项，为前 2名完成人，

课题已结题或通过验收；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或

SCI-E收录； 

4.作为第一完成人，制订完成本专业的行业部颁标

准； 

5.作为第一完成人，具有至少 1项发明专利（不含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委）

的认可； 

6.有 4 篇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全省卫

生高级职称评审认可的期刊上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本专业

论著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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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三级乙

等医院、市

级 三 级 医

院、市级公

共卫生机构 

参评人员须符合下列第 6项，或 1-5项中任意 2项： 

1.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为前5

名完成人； 

2.具有省（部）级科研课题 1项，为前 2名完成人，

课题已结题或通过验收；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或

SCI-E收录； 

4.作为第一完成人，制订完成本专业的行业部颁标

准； 

5.作为第一完成人，具有至少 1项发明专利（不含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委）

的认可； 

6.有 3 篇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全省卫

生高级职称评审认可的期刊上的具有学术意义的本专业

论著性论文。 

其他医疗卫

生单位 

参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以上，为前 5

名完成人； 

2.具有省（部）级科研课题 1项，为前 3名完成人，

课题已结题或通过验收； 

3.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被 SCI 或

SCI-E收录； 

4.作为第一完成人，制订完成本专业的行业部颁标

准； 

5.作为第一完成人，具有至少 1项发明专利（不含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同行专家（评委）

的认可； 

6.有 2 篇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公开发表在省

级以上刊物的本专业学术论文。 

2、参评正高级职称，每篇论文字数要求 2000 字以上；参评

副高级职称，每篇论文字数要求1500字以上。参评论文的第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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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通讯作者只认可排名第一位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科研成

果条件所列各项不能重复提供。在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认可

的期刊目录上发表的论文，论文发表当年期刊为认可期刊的，方

为有效参评论文。 

下列情况不能作为参评论文（SCI、SCI- E）申报： 

（1）增刊、特刊、专刊、综合版及电子网络版等发表的论文。 

（2）综述、个案报道（3 例及以下个案报道）、会议纪要、

会议交流文章、提前收录、书信。 

（3）境外、港澳主办的中文刊物以及繁体字印刷的刊物中发

表的论文。 

（4）论文刊用通知、用稿清样及提前出版的刊物中登录的论

文。 

从 2022 年起，参评正高级职称，每篇论文字数要求 3000 字

以上；参评副高级职称，每篇论文字数要求2000字以上。 

    （七）继续教育条件 

从 2017年算起，参评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公需课学习不少

于 24 小时，专业课不少于 56 小时。公需课学时认定以陕西省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下载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成绩单

为准。 

（八）基层支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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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抓好“三农”领域

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要求，省、市级医

疗单位医生晋升副主任医师，在现职期内必须到县、乡医疗卫生

机构累计服务一年，县（区）级医疗单位医生晋升副主任医师, 在

现职期内必须到乡镇卫生院累计服务一年；省、市级医疗单位医

生晋升主任医师，在现职期内必须到县、乡医疗卫生机构累计服

务半年，县（区）级医疗单位医生晋升主任医师，在现职期内必

须到乡镇卫生院累计服务半年。博士后研究人员申报副主任医师,

基层支医不作硬性要求。 

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规定的支医范围执

行，县、乡医疗卫生机构须在县域内。对艰苦边远确需支医帮扶

的区，由市级人社、卫健部门向省级人社、卫健部门报备同意。

按照“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各单位必须对申报人员完成支医

情况认真把关并公示。 

从 2022年起,二级以上（含二级）部队医院、高校附属医院、

企业职工医院、民营医院医生晋升高级职称须完成相应的支医任

务。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或延迟申报。 

1、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受到单位通报批评者，延迟

一年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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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事故责任者，延迟三年申报； 

3、医疗差错者，延迟一年申报； 

    4、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或依法采取其他措施的，当年不得申

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处分期未满的不得申报。 

5、实行学术造假“一票否决制”。对弄虚作假，伪造学历、

资历、病历、成果者，一经查实，取消当年参评资格，在一定范

围内通报批评，并延迟三年申报。 

违反上述情形之一而评审通过的，一经查实，取消职称资格。 

三、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评审要求 

全省县域内（不含市辖区）医疗卫生单位和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在职在岗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照《陕西省改革

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陕人

社发〔2016〕46 号）文件，可以申报基层卫生高级职称，申报基

层卫生高级职称不得同时申报省级标准职称。要求申报人员近 5

年个人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申报基层卫生高级职称须参加

实践能力考核，考核合格者方可参加评审，考核成绩不计入评审

量化得分。 

四、 各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工作要求 

各市负责组织的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应严格执行高级职称

评审工作规则要求，坚持政策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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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前单位公示和评审后结果公示。严格按照本通知的条件标准

收取申报材料，不得放宽人员范围、不得降低条件标准，不得突

破评审通过率。基层实践能力考核未通过人员不参加评审,不得计

入评审未通过人员数。各市申报人员按照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

审专业目录申报。 

各市应严肃评审工作纪律，自觉接受监督，加强评审委员全

封闭式管理。评委有亲属参加评审的，应当回避。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干扰干预评审工作，影响评审的公平公正，对违反评审工

作纪律的评委和工作人员，应视情节采取撤销评委资格、通报批

评、调离岗位等措施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纪检部门处理。 

五、申报工作要求 

申报人提出申请，用人单位负责对申请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进行审核，并通过个人述职、考核测评、民意调查等方式

全面考察申报人员职业道德和学术技术水平。单位要对审核通过

人员的申报材料在单位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按照管

理权限上报，不受理个人直接上报和越级上报的评审材料。 

各设区市、省级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央驻陕单位需由职改(人事)

部门出具推荐评审的正式委托函；省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须提交

推荐评审的文件；内容包括被推荐人的姓名、参加评审的系列、

专业、级别、推荐理由及公开监督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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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须承诺申报材料真实有效，提交个人签字的《职称申报

诚信承诺书》。用人单位应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把关，发现违反政

策规定的，视情节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六、有关评审政策和问题的说明 

（一）职称资格确认 

外省（含中央驻陕、军队转业）调入我省的专业技术人才职

称确认工作由评审委员会确认，由其按照职称确认工作要求和我

省本专业职称申报条件进行确认，确认通过后报人社部门备案。

职称确认、晋升可同次进行。 

（二）职称资格转换 

根据《关于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转换有关问题的通知》（陕卫人

发〔2004〕459号）要求执行。 

（三）全科医生 

按照《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抓好“三农”领域

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对扎根农村基层的

全科医生，在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晋升上给予政策倾斜”的要求，

对在乡村工作满5年申报全科医学专业高级职称评审的乡村医生，

免除科研论文和课题要求，可用专业技术工作总结、诊治专题报

告、病案分析等替代。评审时个人总分乘 1.1 系数为评审最终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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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小学和高校校医 

根据中省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有关要求，完善中小

学和高校校医职称评审政策，积极畅通学校校医职称申报渠道，

凡符合职称申报条件的，可按隶属关系参加卫生系列职称评审。

申报、评审同等条件下优先。 

（五）执业药师 

根据《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陕办发〔2018〕

2号）“技术人才取得职业资格即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

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要求，取得执业药师资格

即认定具备主管药师职称资格，并可作为申报副主任药师的条件。 

（六）援外、援藏、援疆人员 

参加援外、援藏、援疆医疗队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称，

按照《关于新时期加强援外医疗队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办法》

（陕卫发〔2015〕142号）要求执行。 

（七）突出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 

突出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考核认定按照《陕西省突出

贡献人才和引进高层次人才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办法》（陕人社发

〔2019〕40号）要求执行。 

（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卫生技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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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高级职称，按照《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和科研攻关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陕人社发〔2020〕12

号）执行。各单位及各级卫健部门要严格审核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人员抗疫表现情况，不可随意扩大享受抗疫政策人员范围。 

（九）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

格高级职称评审收费标准的复函》（陕价行函〔2006〕230号）核

定的收费标准，高级职称评审费每人400元。 

七、报送材料有关要求 

卫生职称评审实行网上申报, 同时仍需报送纸质材料，网上

材料与纸质材料内容必须一致，按照要求报送。参评人员向所属

单位提出申请，访问陕西省职称网上申报系统注册（陕西省职称

网上申报系统网址为：http://1.85.55.147:7221/zcsb）；人社

内网登陆网址为：（http://10.190.134.115/zcgl）。参评人员

认真阅读《网上职称申报系统填报说明》，按照网页提示及要求

准备相关电子支撑材料。 

（一）单位报送材料要求 

1、委托函：各（市）区、省级有关部门，中央驻陕有关单位

需由职改部门或主管部门出具推荐评审委托函文件，省卫生健康

委直属单位须提交推荐评审的文件，委托函及推荐文件说明被推

荐人的姓名、参加评审的系列、专业、级别、推荐理由及公开监

http://10.190.134.115/zc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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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情况等，非正式文件不予认可。 

2、《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岗位设置统计表》：实行专业技

术岗位管理的事业单位，需填写《陕西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岗位设置情况统计表》。 

3、《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公开监督卡》：单位对报送的各

项材料，须严格按《陕西省卫生、中医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公开监

督实施办法》审核，并在材料袋背面粘贴《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

评审公开监督卡》，且如实填写监督内容，并将公示及监督情况填

入个人评审表单位意见栏内。 

4、《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个人须承诺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提交个人签字的《参评人员诚信承诺书》（承诺书应以单位为册单

位装订，无需放入参评人员材料袋内）。 

5、《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申报简表》：单位根据《<申报

简表>填表说明》，按中医、西医分正高级、副高级级别分别填写。 

申报单位在报送《申报简表》时，还需报送电子版，文件格

式按《申报简表》的内容和格式，在 Windows 下用 Excel 编写、

凡涉及数字请将单元格格式设置为文本格式。填写的内容务必准

确无误，简表信息是证书办理的依据，由主管单位职改部门审核

后加盖公章，凡填写不准确或未按要求填写的后果自负。 

6、《陕西省卫生人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表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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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单位和呈报单位意见”栏内应写明“同意推荐×××同志晋升

×××专业×××任职资格”（此处需申报人将本人申报的专业和

级别填写完整）；此外还应注明单位推荐形式、结果和公示情况。

（评审表及量化考核表必须用A3纸打印对折装订） 

7、《陕西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量化考核表》一份。 

（二）个人报送材料要求 

报送的材料须是任现职期间的材料，评现职使用过的材料不

能再使用；材料可打印或用钢笔书写，字迹工整，易于辩认。 

1、卫生专业高级职称必须按《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专业

目录》规范的专业名称及代码申报。报考专业代码为 001-061、

065-070、087-101 的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护理专业、中医专业

参评人员，还需提供执业医师证书及注册证书。 

2、申报人员身份证复印件、职称资格证书、执业医师证及注

册证、专业技术职务聘书（近5年）、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材料。 

3、申报人员提交能代表本人业务水平的病历5份、专题工作

报告2份（病例材料提供要求见附件）。 

4、报送材料要求一人一袋，袋面粘贴《评审材料目录》，填

清材料的内容及数量。材料袋必须结实耐用，确因材料较多需要

一人多袋的要进行捆扎，并在每份材料袋正面侧面注明姓名和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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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报送参评科研成果原件1份，在科研成果发表页注明“参

评”字样，并经所在单位核实后加盖公章（提供的论文，非中文

类语言的，需同时提供中文版译文，还需提供参评论文的目录清

单，包含期刊名称、期数、参评论文的标题、所在页码）。 

6、计算从事本专业年限、任职年限的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日。学历（学位）证书颁发、论文发表、科研成果获奖、科

研课题结题的截止时间为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报送材料的要求及装订顺序 

所有提供的复印件材料要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并加盖公

章，提交材料顺序如下： 

1、①目录②身份证复印件③资格证、执业证（照片页、内容

页、审验页）复印件④聘任文件、证书复印件⑤各类荣誉证书复

印件，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以上材料需提供2册)。 

2、继续教育证明材料、科研成果或论文、病历、专题报告原

件。 

3、《评审表》3份、《量化考核表》1份。 

除推荐文件或委托评审函、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外，其他材

料一并装入材料袋内。 

（四）报送材料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五）各类评审表格及填报说明等附件在陕西省卫生健康委



- 17 - 

网站下载。 

附件： 

1.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病例材料提供要求 

2.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专业目录 

3.网上职称申报系统填报说明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此件公开）                         2021年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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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病历材料提供要求 

根据《陕西省卫生、中医专业技术资格量化推荐（评审）实

施办法》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卫生、中医专业技术资格的量化评

定工作，指导专业技术人员提供规范、翔实的反映其学术水平的

材料，使评审结果更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可信性，特提出以下

要求。 

一、临床医学专业： 

提供病历5份。 

1、所提供病历应遵循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病

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卫医发〔2002〕190号）要求，包括

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疑难（死亡）病案讨论、会诊、抢

救记录原件等。 

2、所提供病历要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其任现职期间，诊

治疑难病症、解决疑难问题和从事本专业日常工作的能力水平。

尤其要反映其作为上级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查房时，

对患者病情、诊断、鉴别诊断、当前治疗措施疗效的分析及下一

步诊疗意见。 

3、所提拱病历要有真实性，必须是从医院病案室借出的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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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对原病历不得修改，不得重新撰写。严禁杜撰、编造病历。 

4、对于不设病床的乡镇卫生院、卫生所、门诊部、诊所等，

可不提供病历，在专业答辩时加试病案分析。 

二、预防医学专业： 

参加本专业某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监测、调查、干预工作

的专项工作报告，或者参加专题工作形成的书面专题总结报告 2

份。 

三、药学专业： 

提供代表本人业务水平的临床合理用药或药物不良反应等工

作的监测、调查、分析的专项报告2份。 

四、护理专业： 

全省三级医院和西安市区内二级医院护理专业提供整体护理

病历5份。 

五、技术专业： 

提供代表本人业务水平的本专业某一技术、方法等的调查、

分析专项报告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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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专业目录 
 

临床医学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01 全科医学 025 烧伤外科 

002 普通内科 026 整形外科 

003 心血管内科 027 皮肤病与性病 

004 呼吸内科 028 麻醉 

005 消化内科 029 疼痛学 

006 肾内科 030 妇产科 

007 神经内科 031 计划生育（含节育技术） 

008 内分泌 032 小儿内科 

009 血液内科 033 口腔医学 

010 结核病 034 口腔内科 

011 风湿与临床免疫 035 口腔颌面外科 

012 传染病 036 口腔修复 

013 急诊医学 037 口腔正畸 

014 重症医学 038 眼科 

015 职业病 039 耳鼻喉（头颈外科） 

016 精神病 040 肿瘤内科 

017 老年医学 041 肿瘤外科 

018 康复医学 042 放射肿瘤治疗学 

019 普通外科 043 介入治疗 

020 骨外科 044 放射医学 

021 胸心外科 045 超声医学 

022 神经外科 046 核医学 

023 泌尿外科 047 临床医学检验 

024 小儿外科 048 病理学 

预防医学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49 职业卫生 056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 

050 环境卫生 057 地方病控制 

051 营养与食品卫生 058 寄生虫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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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 学校卫生与少儿卫生 059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053 放射卫生 060 妇女保健 

054 卫生毒理 061 儿童保健 

055 传染性疾病控制   

药学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62 医院药学 064 药物分析 

063 临床药学   

护理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65 护理学 068 妇产科护理 

066 内科护理 069 儿科护理 

067 外科护理 070 中医护理 

卫生技术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71 医学检验技术 079 输血技术 

072 放射医学技术 080 微生物检验技术 

073 超声医学技术 081 理化检验技术 

074 核医学技术 082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075 口腔医学技术 083 医疗器械维修（医学工程） 

076 病理学技术 084 心电图技术 

077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085 脑电图技术 

078 临床营养 086 病案信息技术 

中医专业： 

087 中医内科 095 中医耳鼻喉科 

088 中医外科 096 针灸 

089 中医肛肠科 097 中西医结合内科 

090 中医儿科 098 中西医结合外科 

091 中医妇产科 099 中西医结合儿科 

092 中医骨伤科 100 中西医结合妇产科 

093 中医皮肤科 101 推拿（按摩）科 

094 中医眼科 102 中药学 

研究系列： 

103 医学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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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网上职称申报系统填报说明 

按照我省高级职称评审工作要求，申报评审卫生高级职称人

员，其参评材料须按本要求实施电子化。 

一、支撑材料电子化基本方法 

首先将纸质参评材料以数码扫描或拍照方式清晰转换为 JPG

格式图片，除参评人员个人照片大小不能超过300K以外，其他参

评材料每张图片的大小不能超过 600K。若在上传过程中，发现图

片超过限制大小，可使用系统中的图片处理工具按照系统中的操

作说明将图片大小处理在600K 以内再上传。申报人将材料上传至

系统后，需对所有图片进行检查测试，确保打开顺畅且清晰无误。 

二、职称系统支撑材料模块类别及文件上传规则 

（一）、照片。建议 626 像素(高)x413 像素(宽)，蓝底。文

件大小不超过300K，支持JPG、PNG、JPEG格式，将照片上传至系

统中的照片模块。 

（二）、证件电子图片。登录系统后，在证件电子图片模块

中上传身份证（正、反面两张）、学历及学位证书、职称证书、

职（执）业资格证书等材料。 

（三）、评审申报材料。登录系统后，在评审申报材料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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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先下载相应需填写材料的模板，填写盖章后上传相应的电子化

材料。 

1.证明材料：《申报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诚信承诺书》；单位

公示证明或文件（公示证明由推荐单位登录本单位账号上传）；

《陕西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公开监督卡》。 

2.任现职以来获得的奖励证书。 

系统中带红色星号的项目为必传项，其他证件材料若有可选

择上传。 

三、为确保网上申报工作正常开展，技术支持电话 

 029-85211087   029-82210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