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文化和旅洋局瞑称工作領早小狙亦公室文件

宇文旅取称亦 〔2021〕 5号

美子根送 2021年全市芝木 、日牟 、文博 、群文青立

中吸青立技木資格坪市材料的通知

各有美単位 :

根据《南京市取称(取立姿格 )工作飯早小俎美千印友〈2021

年南京市取称工作要点〉的通知》(字 取称亦 〔2021〕 14号 )

要求,力倣好 2021年仝市乞木、国や、文博、群文中象寺立技

木姿格申扱和汗常工作,現杵有美事項ミ知女口下:

一、申扱条件

(一 )2021年南京市文化乞木系rll乞 木、国ギ、文博、群

文寺立中須取称坪常条件接 《南京市文化乞木中象寺立技木姿

格条件》(宇 釈称字 〔2014〕 15号 )、 《南京市圏ギ資料中象寺

並技木姿格条件》(字 取称字 〔2014〕 16号 )、 《南京市群炎文

化中象寺立技木姿格条件》(字 取称字 〔2014〕 22号 )、 《南京

市文物博物中象寺立技木姿格条件》(字取称字 〔2014〕 14号 )

及南京市駅称亦有美規定机行,具体内容可登陪南京市文化和

旅済局図靖 (http:〃wu.囮呵ing.govocn/),在“公示公告"桂“人事

信息"項 目中査洵。

(二 )美 子学所、資月 、破格条件等要求,接照江亦省人

力資源和社会保障斤 《美子我省寺立技本人オ申扱坪常取称有

美1司 題的追知》(亦人社友 〔2018〕 96号 )文件規定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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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照江亦省人力資源社会保障斤 《美子調整我省取称

外活和汁算机鹿用能力政策有美1司 題的週知》(募人社友〔2016〕

356号 )文件精神,取称外活
～

汁算机鹿用能力均不作要求。

(四 )接照江亦省人力資源社会保障斤 《美子公布江亦省寺

立技木炎取立姿格和取称対立曰永的ミ知》(募人社友 〔2019〕

93号 )文件精神,取得 《曰永》所列取立姿格考拭合格江ギ的

寺立技本人オ,共取立姿格可対立相鹿系夕1和晨須取称。

(五 )根据 《南京市取称 (取立姿格 )工作頷早小俎美子印

友 〈2021年南京市取称工作要点〉的通知》(字取称亦 〔2021〕

14号 )文件要求,寺立技木人員申扱以称的姿厠 (任取年限 )

裁止叶同力 2020年 12月 31日 。立須成果、著作、浴文、学厠

(学位 )江等,裁止叶同力 2021年 3月 31日 。

二、申扱苑国

(一 )在我市各美企事立単位及其他社会俎須中八事乞木、

国ギ、文博、群文寺立技木工作的寺立技本人員 (符合 《南京

市文化乞木新文乞群体中象寺立技木姿格坪常亦法 (拭行 )》 申

扱疱目的人員,庄接照南京市文化乞木新文乞群体中須寺立技

木姿格申扱Iil知要求申扱,咲系屯活 84578558)。

(二 )公券貝 (合 rll入参照公券貝法管理的事立単位工作人

員 )、 高退休人員不得申扱坪常取称。

(三 )部 、省属及軍陳駐宇単位委托我市汗常的,須提交委

托函井埜市取称亦常核同意后方可受理。

三、申扱方式及吋同

取称坪常釆取回上申扱方式逃行,具体程序女口下:

第一歩:下裁安装“我的南京"APP井完成共銘注般 ;

第二歩:登永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服券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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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my可 。Cn:Ho97Andexjsp)逃行取称申扱,建洪使用

谷歌或 IE9以 上版本法1克器 ;

第二歩:壇ミ図上常核的申扱人員,登永南京市人力資源

和社会保障局公共服券平合在銭自動打印 《寺立技木姿格申扱

表》,井接要求答字蓋章后,扱送至南京市文化和旅済局俎須人

事丈。

図上申扱叶同:2021年 6月 1日 至 2021年 7月 22日 ;妖

廣申扱表等扱送叶同:2021年 8月 20日 至 2021年 9月 20日

(双休日除外 ),上午 9:30-11:30、 下午 15:00-17:30,逍 期不再

受理。

四、申扱有美要求

(一 )任期考核妥ネ

正常晋升寺立技木姿格的人員任期内年度考核須“合格"以

上,破格晋升寺立技木姿格的人員任期内至少有 1次年度考核

力“仇秀"。 没有実行年度考核的企立単位人員須提供任取以来

単位考核意見。

(二 )学所套江妥ネ

取称申扱系統格対申扱人員学所学位信息逃行♭ヒ対,元法

完成しヒ対的人員須在銭提交以下材料:国 内学所提交全国高等

学校学生信
`息 盗洵有就立指早中′む出具的 《中国高等教育学所

汰江扱告》;国 内学位江ギ提交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友晨中

Jむ 出具的《汰江扱告》或江沐省大学生信息服券中′む出具的《江

赤省学位江ギ汰江扱告》;国 (境 )外学所学位提交教育部留学

服券中′む出具的《国外学厠学位決江ギ》;党校、写校院校IEx得

的学所提交楷案保管部日答章碗汰的 《半立生登泥表》。(原件

現場常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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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保敷幼妥ネ

取称系筑格対申扱人員社保毅幼信息逃行自功叱対,元法

垣址系筑校詮的申扱人員,須按要求在銭提交相美IIE明 材料:

現工作単位力本人数幼社保的江明;労弁派遣人員須提供労弁

派遣単位力本人数幼社保的江明、労券派遣単位的派遣姿庚IIE

明及均現工作単位的派遣lll洪;企立恙部在宇的外地分公司申

扱人員,須提交分公司力其敷幼社保的江明
～

単位末属美系江

明材料。(原件現場常核 )

(四 )奇え栓索査・in妥ネ

申扱人員提交的発文介著等材料,杵遭辻“中国知回文献栓

淑1系 筑"逃行学木相似性栓淑1,栓淑1結 果杵作力取称坪常的重要

参考依据。

1。 所提交的発文女口能在中国知図 (httpノ/wwwocnkionct/)栓

索至1,需格栓索的地址夏キ1至1申 扱系筑奇文杜目的指定位置。

2.所提交的奇文元法在中国知回栓索至1的 ,皮杵新同出版

片屯恙局期千1査洵結果裁国、期刊封面、版杖天、日永、企文

正文及封底合井成 PDF上借,井上侍 word版本発文。

(工 )盤銭教育妥ネ

根据 《寺立技本人員墾紋教育規定》(人社部第 25号今 )

有美要求,墾須教育情況作力寺立技本人員取称晋升的重要条

件。具体接照《美子倣好 2020年度南京市寺立技本人員墾須教

育工作的通矢口》(宇 人社函 〔2020〕 8号 )文件規定机行。

(大 )/Ak示姜ネ

1.申 扱人員所在単位要汰真常核申扱材料的合法性、真実

性、完整性和実妓性,在本単位疱国内公示不少千 5今工作曰,

井在残提交公示情汎現明,須 明碗公示期同足否有昇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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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姿格初常週ミ人員名単杵在南京市文化和旅済局官回公

示不少千 5企工作曰。

3.姪 文化乞木中須取称坪常委員会坪常適逍人員名単杵在

南京市文化和旅洋局官回公示不少千 5今工作日。

(七 )企人裁信妥ネ

か張取称申扱人員減信建浚,2020年坪常未通址人員,若

元新増並須成果或沿文沿著等材料,今年不得再次申扱。申扱

人員凡是弄虚作仮材料、票1窃 他人作品、学木成果或者ミ辻其

他不正当手段取得釈称的,撤硝已荻得的取称,井 t己 永取称汗

常減信楷案庫,幼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合。

五、有美事項悦明

(一 )掟費林准

坪常1交 費林 《美子公布南京市行IEA事 立性 1交 費項目

〔2019〕 334号 )規定仇行,費用

美子初象務えx麟 系列取称寺立不符或初象特汗文化

乞木系夕1取称寺立技木人員需参カロ坪常,由文化乞木系夕1中 須

汗委会代力汗常,図 上申扱井須提交工作′こ錆 (不少千 1000

字 )、 相美立鏡成果材料和単位答定意兄 (不少千 300字 )。

(二 )・IIギ友撃

初、中須取称不再友放妖庚江ギ,汗常壇辻人員在友文公

布后,自 行登永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服弁平合在

銭打印屯子江ギ。

(四 )需提史的和美永格

l。 在取称申扱系統打印的 《寺並技木姿格坪常申扱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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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両分 (A3妖双面打印中贅装資井蓋章 );

2.《 申扱寺立技木資格人員情況筒介表》一式両分 (A4妖

正反打印井蓋章 );

3.《南京市文化乞木系夕1中 鉄寺立技木姿格申扱浮常人員

情況一覧表》一分,か蓋申扱単位公章,屯子梢同時友送至由|

箱可wuzcb@126.com。

咲系地址:南京市江末中路 265号 新城大夏 A座 15楼

15F12亦公室。咲系屯活:68789898。

附件:1.申扱中須寺立技木資格人員情況筒介表

2.南 京市文化乞木系夕1中 貌寺立技木資格汗委会

汗常対象情九一克表

南京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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