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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科院〔2020〕200 号 

 

重庆科技学院 

关于印发《职称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重庆科技学院职称证书管理办法》已经 2020 年第 13

次校长办公会和第 15 次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重庆科技学院    

2020年 9月 16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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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职称证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职称证书办理程序，提高办理效率，维

护证书印制、发放和管理的严肃性，保护专业技术人员的合

法权益，根据国家、重庆市职称工作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通过职称评审、确认或考试取

得的职称证书的管理。 

第三条 职称证书是对证书持有人专业技术水平科学评

价的证明，是聘任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凭证。专业技术人员

通过评审、确认或考试取得职称的，均应颁发职称证书。 

第四条  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是职称证书综合管理部

门，负责证书的印制、发放、管理和登记。 

第二章 证书规范 

第五条 职称证书的样式、规格、内容等，由学校统一

设计制作。 

第六条 根据上级部门授予的审批权限，职称证书发证

和用印单位为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证书编号按重庆市职称

改革办公室编号规则统一编制。 

第七条 职称证书规格为长 285mm，宽 195mm。证书封

面印制校徽和证书名称，不同等级的职称证书，内页样式一

致，封面颜色有所不同；内容页打印持证人身份信息、证书

编号和职称取得的方式、时间、专业等相关信息，内容页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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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印、荧光墨粉、纤维丝等防伪技术，中间设计折叠线，

可以折叠为本式证书（附件 1）。 

第八条 职称证书按照重庆市职称证书编号规则，实行

全校统一编号，由 15 位号码组成，一证一号。第 1－5 位为

学校固定代码简称（我校固定代码简称为 11551），第 6－9

位为年度代码（如 2019 年度，代码为：2019），第 10－11

位职称系列代码（附件 2），第 12 位职称等级代码（正高级

代码“0”，副高级代码“1”，中级代码“2”、初级代码“3”），

第 13－15 位各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年度流水号代码，高、中、

初级流水号连续，每年从 001 开始。 

例：重庆科技学院 2019 年评审通过教师系列正高级（教

授）职称的第 001 号编号为“115512019060001” 

11551    2019        06          0        001  

学校     年度   高等学校教师   正高级   第 001 号 

第三章 证书办理 

  第九条 职称纸质证书由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统一印

制，发证机关处加盖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印章、照片处加盖

学校行政钢印后生效。 

第十条 职称证书办理程序 

（一）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发布证书办理通知； 

（二）申请人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核实职称信息并签字确认； 

（三）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复核信息后办理，并告知申

请人领取职称证书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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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证书管理 

第十一条 职称工作办公室应加强对职称证书的管理，

严肃颁证纪律，严格发放程序，确保职称证书安全、及时发

放。 

第十二条 2018 年以前取得相应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各系列各级职称证书继续使用有效。 

第十三条 职称证书应当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出借、

出租和转让。因证书遗失、破损或打印错误的可予以补办或

换发。 

第十四条 职称证书补办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

法”原则，2019 年以后取得的职称由学校补办，2018 年以

前经由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批准取得的职称由重庆市职

称改革办公室补办、经由其他省市地区职改部门批准取得的

职称由原发证单位补办或换发。 

第十五条 通过评审取得的职称证书，按照以下程序和

要求补办或换发： 

（一）由个人提出申请，报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统一办

理。 

（二）申请补办职称证书，需在设区市级以上的、公开

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原证作废声明，并提供刊登声明的报纸、

学校人事档案部门审核盖章的《职称评审表》复印件；申请

换发职称证书，需提供现有职称证书。 

（三）申请补办（换发）职称证书，2019 年以后取得的

职称，填写《重庆科技学院职称证书补办(换发)申请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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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2018 年以前经由重庆市职称改革办公室批准取得的

职称，填写《重庆市职称证书补办(换发)申请表》（附件 4）。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我校职称证书工本费所需资金由学校财政专

项列支解决。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向专业

技术人员收取相关费用。 

第十七条  对在职称证书发放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

的，应按有关职称工作违纪处理的规定进行处理，并追究当

事人及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被撤销职称的，职称工作办公

室应予以收回职称证书。 

第十九条 职称证书以服务管理模式创新为核心，以信

息化为基础，逐步实行职称电子证书。 

第二十条 职称证书原则上一个自然年度办理一次，具

体办理时间另行通知。 

第二十一条  学校提供核发职称证书的验证和查询服

务。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中所提“以前”“以后”均包括本级。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凡与本办法中

的有关规定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与上级有关规定

不一致的，以上级规定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校授权学校职称工作办公室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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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职称证书内页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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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职称系列代码 

系列 代码 系列 代码 

工程 01 出版专业 16 

经济 02 体育教练 17 

自然科学研究 03 卫生技术 18 

实验技术 04 农业技术 19 

社会科学研究 05 律师专业 20 

高等学校教师 06 公证专业 21 

中专学校教师 07 档案专业 22 

技工学校教师 08 会计专业 23 

中小学教师 09 统计专业 24 

新闻专业 11 翻译专业 25 

播音专业 12 工艺美术专业 26 

图群专业 

（图书资料、群众文化） 
13 船舶技术 27 

文物博物专业 14 民用航空技术 28 

艺术专业 15 审计专业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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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科技学院职称证书补办（换发）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补办（换发） □补办 □换发 
遗失登报报纸

名称及时间 
 

原证书编号   新证书编号  

专业名称   资格名称   

批准时间   批准文号   

补办（换发）

理由 

 

 

申请人签字 ：                    年   月   日 

资格核准 

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注：2019年及以后取得职称的，申请补办（换发）使用本表。 

重庆科技学院职称工作办公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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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市职称证书补办（换发）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补办（换发）

理由 
□补办 □换发 

遗失登报报纸

名称及时间 
 

原证书编号   新证书编号  

专业名称   资格名称   

批准时间   批准文号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工作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人才机

构或区县主

管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区县职改办

或市级主管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资格核准 

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注：2018年及以前取得职称的，申请补办（换发）使用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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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9月1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