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关于开展 2018 年第二次统

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职考函〔2018〕177 号 

  为提高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水平，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

据《关于 2018 年统一鉴定计划和第一次统一鉴定考务安排的通知》（职考函

〔2018〕15 号）、《交通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聘任管理办法》（交人

劳发〔2005〕458 号），现将今年第二次统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

作（以下简称统一鉴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鉴定职业、等级与时间  

  统一鉴定职业、等级与理论知识考试时间详见附件 1。技能操作考核在

理论考试结束后 20 天内完成。  

  二、统一鉴定考务工作安排  

  （一）8 月 10 日前，将统一鉴定试卷接收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电话、通

信地址、邮编）、值班和举报电话、参加统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工

作的鉴定站名单报送我中心。已开展过此项工作，且上述信息未变化的，可

不报送。  

  （二）8 月 17 日前，组织符合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条件的人员填写《交

通运输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任职资格申报表》（在交通职业资格网

www.jtzyzg.org.cn 下载），申报人所在单位对个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对，

按隶属关系报送省级交通运输职业资格管理部门（职业资格工作专门机构）、

部属有关单位、其他有关单位（以下简称省级主管单位）。省级主管单位对



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人员材料、资格进行复核后，留存申报技师人员的材

料，并将复核合格的申报高级技师人员的材料报送我中心。  

  （三）9 月 21 日前，指导鉴定站使用统一鉴定系统（通过 www.jtzyzg.org.cn

登录)，完成考生报名、考点设置、考场编排工作，并按报名人数汇缴鉴定考

务费到指定账户。  

  （四）理论考试前，从统一鉴定系统下载《考务须知》、《考场纪律》

等材料，及时查收理论试卷，按保密要求保管，指定专人（2 人以上）于考

试前 1 天或当天分发至各考点。  

  （五）理论考试结束后，指导各鉴定站或考点做好理论试卷和《考场情

况记录单》的封装、保存，并组织技能操作考核。  

  （六）11 月 23 日前，完成理论考试阅卷和技能操作考核工作，省级主

管单位和鉴定站分别将理论和技能操作成绩（空白成绩表从统一鉴定系统下

载）录（导）入统一鉴定系统。  

  （七）12 月 10 日前，省级主管单位组织完成本地区（单位）技师综合

评价工作，并将评价结果录（导）入统一鉴定系统。  

  三、技师和高级技师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已颁布相应《国家职业标准》的，按标准规定的申报条件执行。尚未颁

布《国家职业标准》的执行以下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技师任职资格：  

  1.取得申报职业（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

3 年及以上的在岗技术工人；  



  2.取得申报职业（工种）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

10 年及以上的在岗技术工人；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已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并在交通类职业院校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教学工作 3 年及以上的

教师或相关专业人员。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技师任职资格：  

  1.受聘于申报职业（工种）技师岗位 3 年及以上的在岗技师；  

  2.取得申报职业（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种）

10 年及以上的在岗技术工人；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并在交通类专业

院校从事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教学工作 3 年及以上的教师或相关专业人员。  

  获得“全国交通技术能手”称号，已取得交通运输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

且本职业（工种）设置技师职业资格，可破格申请技师资格；已取得交通运

输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且本职业（工种）设置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可破

格申请高级技师资格。破格申请人员可免试统一鉴定所有科目。  

  （二）申报材料。  

  1.《交通运输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任职资格申报表》（1 份）；  

  2.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公开发表的技术论文、获奖证书及其他成

果证明材料复印件（各 1 份）；  

  3.身份证复印件（1 份）；  

  4.材料填报要求见附件 2。  

  （三）材料审核把关工作。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核查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个人材料。

一是要严格对照申报条件，核查申报人员的资格条件、从业年限、报考等级

等；二是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核查，主要包括：证件及证书复印件是否

与原件相符，技术总结及论文是否存在抄袭、雷同现象等；三是严格对照《技

师和高级技师申报材料填写及封装说明》要求，对申报材料填写、封装情况

进行核查。对于综合评价中发现不符合申报条件、证明材料弄虚作假的情况，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申报人资格；技术总结或论文存在抄袭、雷同的，相应

项目一律按零分计。  

  四、技师和高级技师综合评价组织形式  

  技师和高级技师的理论考试、实操考核均达到 60 分（含）以上，方可参

加综合评价。  

  （一）技师。  

  技师综合评价工作由省级主管单位按照技师考评办法自行组织实施。  

  尚未成立技师职业技能考评专家委员会的省级主管单位，应根据《交通

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成立技师职业技能考评专家委员

会，于评审前书面报送我中心。已报送过且信息未发生变化的可不再报送。  

  技师成绩表（见附件 3）上加盖省级主管单位职业技能考评专家委员会

主任名章（或签字）和省级主管单位公章。  

  综合评价相关材料应保留一年，以备查验。  

  技师考评工作流程见附件 4。  

  （二）高级技师。  

  高级技师综合评价工作仍由我中心按原模式组织实施。  



  五、其他有关事项  

  （一）加强统一鉴定管理工作，规范考点和考场设置，严肃考试纪律，

确保公平、公正。  

  （二）做好统一鉴定培训教材征订工作，于报名前准备好相关教材供考

生选择。  

  （三）统一鉴定考试试卷在启用前属于国家秘密，要严格执行国家统一

考试有关规定，做好试卷运送、交接、保存以及阅卷等环节的保密工作，避

免发生泄密事件。对出现的考试安全保密问题，要及时报 告并采取应对措施，

积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调查处理。  

  （四）省级主管单位会同鉴定站做好统一鉴定各环节工作，避免出现报

名录入（审核提交）、鉴定考务费汇缴、成绩录入（审核提交）延误等情况。  

  （五）各等级考生均须准备个人电子照片（要求：1 寸彩色白底半身免

冠正面证件照，照片清晰，像素 118*146，格式 jpg，文件大小 15kb-45kb 之

间，以考生身份证号码命名）。鉴定站导入考生电子照片时，将拟导入的电

子照片压缩成.zip 格式压缩包，以当前机构标准编码命名。  

  （六）鉴定收费。  

  根据部职业资格中心通告（2016 年第 5 号），请各有关单位按照标准（五、

四、三级 17 元/人，二、一级 23 元/人）向中央财政汇缴专户汇缴鉴定考务费。  

  账户名称：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樱花支行  

  银行行号：50190  

  银行账号：11001045400058022401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立昆  

  电 话：010-65299038  

  传 真：010-65299034  

  电子邮箱：zhanglk@mot.gov.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甲 240 号通联大厦五层  

  邮政编码：100029  

   

  附件：1.第二次统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理论知识考试计划表  

     2.技师和高级技师申报材料填写及封装说明  

     3.技师成绩表  

     4.技师考评工作流程 

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  

2018 年 7 月 2 日 

   



附件 1 

 

第二次统一鉴定及技师和高级技师考评 

理论知识考试计划表 

序号 职业（工种） 等级 理论考试时间 

1 机动车驾驶教练员 

五～一级 

11月 3日上午 9：

00～11：00 

2 工程测量员 

3 机动车检测工 

4 路基路面工 

二～一级 

5 压路机操作工 

6 电动港机装卸机械司机 

7 内燃港机装卸机械司机 

8 汽车机械维修工 

9 汽车电器维修工 

10 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11 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注：职业资格等级五、四、三、二、一级分别对应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 

 

 

 

 



附件 2 

 

技师和高级技师申报材料填写及封装说明 

 

一、申报材料填写要求 

（一）技师和高级技师任职资格申报表填写要求。 

1.申报人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 

2.“基本信息中”涉及年限的项目以截止到 2018 年 11

月 23 日计算。 

3.“思想政治表现”是指申报人员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及

工作作风方面的情况。 

4.“技术革新与公关”是指申报人员通过技术创新或攻

克技术难题，解决生产关键工序或重要环节出现的问题，卓

有成效地提高产品产量、质量的情况。 

5.“技术推广”是指申报人员在推广应用国内外先进技

术，显著提升所在单位或行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情况。 

6.“合理化建议”是指申报人员在技术或管理方面提出

建设性意见并产生了良好效果的情况。 

7.“指导传授”是指申报人员为其他技术工人传授技艺

的情况。 

8.“技术总结”要求申报人员独立编写，主要介绍自身

通过工作实际形成的工作体会和所从事职业（工种）有关技



术的学习、运用、创新、总结情况。重点注意总结的真实性、

实用性和创新性，字数不少于 1500 字。 

9.“参加竞赛获奖情况”是指申报人员参加地(市)级及

其以上技能竞赛的情况。 

10.“技术论文发表情况”是指申报人员在地（市）级

及其以上专业刊物发表或在技术会议交流论文的情况。 

11.“技术成果”是指申报人员获得地(市)级及其以上

技术成果的情况。 

（二）技术论文复印要求。 

要复印论文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以及论文正文，要求论

文作者及论文内容字迹清晰。 

（三）证明材料及身份证复印要求。 

要求复印件字迹清晰。 

二、材料排列顺序及封装要求 

（一）交通运输行业技师和高级技师任职资格申报表

（含技术总结附加页）。 

（二）公开发表的技术论文复印件； 

（三）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获奖证书及其他成果

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各 1份，其中表格可在电脑中填写后打印，也

可 A4 纸打印后手工填写（附加页也须使用 A4 纸），但要求



字迹清晰，否则后果自负。全部材料严格按顺序排列，封装

在档案袋内，未按照要求准备的材料不予受理。 

 

 

 

 

 

 

 

 

 

 

 

 

 

 

 

 

 

 

 

 



附件 3 

技师成绩表 

 

省    份  姓    名  

报考工种  报考等级  

身份证号  

准考证号  

鉴定成绩 

记录 

理论知识考试  

操作技能考核  

省级主管

单位职业

技能考评

专家委员

会意见 

委员代表人数 参加人数 表决结果 

  
同意 

人数 
 

不同意 

人数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主管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4 

技师考评工作流程 

 
 

 

 

考生报名、准备申报材料、送鉴

定机构审核 

印发技师考评工作的通知 

鉴定机构将考生信息录入系

统、编排考场、生成打印核发

准考证 

开展理论和实操考试、组织阅卷、

将理论和实操成绩录入系统 

召开技师综合评审会、确定合格

人员名单 

发布技师评价结果通告 

通过系统录入考生最终评定成绩 

核发合格人员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