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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技师、高级技师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高超技能及丰富的实践

经验，能参与解决生产技术难题及培训技能人才的复合型高级技能人

才。鉴于单纯的理论考试或实际操作考核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实际工

作能力，因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明确了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实行

“考评结合”的基本原则。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自 2002年首次组织召开行

业内技师、高级技师评审会以来，评审条件不断改进，评审过程日渐

规范，为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了客观、公

正、科学、准确地反映申报人员的能力水平，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组织编写了《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手

册》（以下简称“《工作手册》”）。 

《工作手册》详细阐述了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条件，工作流

程、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力图为申报人员提供操作指南。 

参加《工作手册》编写的人员有：连仁杰、杜光宝、邹爱平、王

南、陈博宇、郑伟。 

由于时间匆忙，《工作手册》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

在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及时反馈，以便进一步完善。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201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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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手册 

1.考评综述 

1.1概述 

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

决定》中提出：在我国实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两种证书制度。 

职业资格证书是反映劳动者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水平的证明，是

劳动者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进入就业岗位的凭证。职业资格包括五个等

级，依次为：初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工（国家职业资格

四级）、高级工（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和

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我国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实行条块结合的原则，“条块结合”中的

“条”一般解释为行业部门（集团公司），负责本行业特有职业（工

种）技能鉴定工作；“块”指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省、自治区、直辖

市劳动保障厅），负责本辖区社会通用职业（工种）技能鉴定工作。 

  初级工、中级工和高级工鉴定是经由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所（具

备考评人员、质量督导员等）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技师、高级技师考评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

核与综合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每年组织一次，一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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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印发当年考评通知，第二、三季度申报单位组织申报、培训、考

核等，第四季度进行行业终审。 

1.2考评范围 

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的考评范围特有职业（工种）主要

包括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和加工等，具体职业（工种）见下表： 

专业领域 编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6-02-04-01 重冶备料工 高级技师 

6-02-04-02 焙烧工 高级技师 

6-02-04-03 火法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4-04 湿法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4-05 电解精炼工 高级技师 

6-02-04-06 烟气制酸工 高级技师 

6-02-05-01 氧化铝制取工 高级技师 

6-02-05-02 铝电解工 高级技师 

6-02-05-03 镁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5-04 硅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6-01 钨钼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6-02 钽铌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6-03 钛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6-04 稀土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6-05 贵金属冶炼工 高级技师 

冶
炼 

6-02-06-06 锂冶炼工 高级技师 

6-02-07-01 半导体原料制备工 技师 

6-02-07-02 多晶制取工 高级技师 

6-08-01-08 单晶片加工工 高级技师 

6-08-01-11 电子用水制备工 技师 

39-136 单晶硅制取工 高级技师 

半
导
体 

39-137 单晶硅制取备料工 高级技师 

6-02-11-01 硬质合金混合料制备工 高级技师 硬
质

合
金 6-02-11-02 硬质合金成型工 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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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编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6-02-11-03 硬质合金烧结工 高级技师 

6-02-11-04 硬质合金精加工工 高级技师 

6-01-03-01 露天采矿挖掘机司机 高级技师 

6-01-03-02 钻孔机司机 高级技师 

6-01-03-03 井筒冻结工 高级技师 

6-01-03-04 矿井开掘工 高级技师 

6-01-03-05 井下采矿工 高级技师 

6-01-03-06 支护工 高级技师 

6-01-03-07 矿山提升机操作工 高级技师 

6-01-03-08 矿井机车运输工 高级技师 

6-01-03-09 矿井通风工 高级技师 

6-01-03-10 矿山安全监测工 高级技师 

6-01-03-11 矿山检查验收工 高级技师 

6-01-03-12 矿灯、自救器管理工 技师 

6-01-03-13 火工品管理工 技师 

6-01-03-14 矿山救护工 高级技师 

采
矿 

6-01-03-15 矿山开采辅助工 高级技师 

6-01-04-01 筛选破碎工 高级技师 

6-01-04-02 重力选矿工 高级技师 

6-01-04-03 浮选工 高级技师 

6-01-04-04 磁选工 高级技师 

6-01-04-05 选矿脱水工 高级技师 

6-01-04-06 尾矿处理工 技师 

选
矿 

6-01-04-07 磨矿工 高级技师 

6-02-08-01 轧制原料工 技师 

6-02-08-02 金属轧制工 高级技师 

6-02-08-03 酸洗工 技师 

6-02-08-04 金属材涂层工 高级技师 

6-02-08-05 金属材热处理工 高级技师 

6-02-08-06 金属焊管工 高级技师 

6-02-08-07 精整工 高级技师 

6-02-08-08 金属材丝拉拔工 技师 

加
工 

6-02-08-09 金属挤压工 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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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编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6-02-08-10 铸轧工 高级技师 

6-02-10-01 碳素煅烧工 高级技师 

6-02-10-02 碳素成型工 高级技师 

6-02-10-03 碳素焙烧工 高级技师 

6-02-10-04 碳素浸渍工 高级技师 

6-02-10-05 碳素石墨化工 高级技师 

碳
素
制
品
生
产 

6-02-10-06 碳素石墨加工工 高级技师 

6-03-05-07 氟化盐生产工 高级技师 

6-04-02-07 粉末冶金制造工 高级技师 其
它 

6-02-99-01 冶炼风机工 高级技师 

 

其他与有色金属生产相关紧密的领域，可根据企业实际岗位情况

申报。具体职业（工种）名称及编码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工种分类目录》。特殊情况下，也可用有

色金属工业特有工种名称申报，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工种分类

目录》（编码为 39）。 

另根据《关于同意铁道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兵器工业集

团公司选择部分企业开展职业技能鉴定试点工作的函》（劳社厅

〔2007〕260 号），除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外，将在中国铝业公司

所属成员单位组织开展与有色金属生产相关的通用职业（工种）鉴定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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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公司部分通用职业（工种） 

序号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1 6-04-01-01 车工 高级技师 

2 6-04-01-02 铣工 高级技师 

3 6-04-01-03 刨插工 高级技师 

4 6-04-01-04 磨工 高级技师 

5 6-04-01-05 镗工 高级技师 

6 6-04-01-06 钻床工 高级技师 

7 6-04-01-13 锯床工 高级技师 

8 6-04-02-01 铸造工 高级技师 

9 6-04-02-02 锻造工 高级技师 

10 6-04-02-05 焊工 高级技师 

11 6-04-02-06 金属热处理工 高级技师 

12 6-04-04-01 冷作钣金工 高级技师 

13 6-04-05-02 涂装工 高级技师 

14 6-05-02-01 装配钳工 高级技师 

15 6-05-02-02 工具钳工 高级技师 

16 6-05-03-04 电机装配工 高级技师 

17 6-05-04-06 高低压电气装配工 高级技师 

18 6-05-06-03 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 高级技师 

19 6-05-06-08 电工仪器仪表安装工 高级技师 

20 6-05-07-03 铁路车辆机械制修工 高级技师 

21 6-06-01-01 机修钳工 高级技师 

22 6-06-01-02 汽车修理工 高级技师 

23 6-06-02-01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与装置修理工 高级技师 

24 6-06-02-02 电工仪器仪表修理工 高级技师 

25 6-07-01-02 锅炉设备安装工 高级技师 

26 6-07-01-05 热工仪表及控制装置安试验工 高级技师 

27 6-07-01-07 电力电缆安装工 高级技师 

28 6-07-02-03 锅炉运行值班员 高级技师 

29 6-07-02-04 锅炉辅机值班员 高级技师 

30 6-07-02-05 汽轮机运行值班员 高级技师 

31 6-07-02-07 电气值班员 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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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32 6-07-03-01 送、配电线路工 高级技师 

33 6-07-03-02 变电站值班员 高级技师 

34 6-07-03-04 换流站值班员 高级技师 

35 6-07-04-01 锅炉本体设备检修工 高级技师 

36 6-07-04-10 变压器检修工 高级技师 

37 6-07-04-11 变电设备检修工 高级技师 

38 6-07-04-12 电气实验员 高级技师 

39 6-07-04-13 继电保护员 高级技师 

40 6-07-06-01 变电设备安装工 高级技师 

41 6-07-06-02 变配电室值班电工 高级技师 

42 6-07-06-03 常用电机检修工 高级技师 

43 6-07-06-05 维修电工 高级技师 

44 6-08-03-01 铅酸蓄电池制造工 高级技师 

45 6-08-05-01 计算机维修工 高级技师 

46 6-15-03-01 手工木工 技师 

47 6-15-03-03 精细木工 技师 

48 6-17-01-01 水泥生产制造工 高级技师 

49 6-23-01-01 凿岩工 高级技师 

50 6-23-01-02 爆破工 高级技师 

51 6-23-01-03 土石方机械操作工 高级技师 

52 6-23-02-01 砌筑工 技师 

53 6-23-03-01 混凝土工 高级工 

54 6-23-04-01 钢筋工 技师 

55 6-23-05-01 架子工 高级工 

56 6-23-06-01 防水工 技师 

57 6-23-09-02 筑、路养护工 高级技师 

58 6-23-09-03 线桥专用机械操作工 高级技师 

59 6-23-09-04 铁道线路工 高级技师 

60 6-23-10-01 机械设备安装工 高级技师 

61 6-23-10-02 电气设备安装工 高级技师 

62 6-23-10-03 管工 高级技师 

63 6-24-01-01 汽车驾驶员 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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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64 6-24-02-01 车站行车作业员 高级技师 

65 6-24-02-05 车站调车作业员 高级技师 

66 6-24-02-07 机车乘务员 高级技师 

67 6-24-02-15 铁路信号工 高级技师 

68 6-24-05-01 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高级技师 

69 6-24-05-02 起重工 技师 

70 6-24-05-05 索道运输机械操作工 高级技师 

71 6-25-01-01 大气环境监测工 高级技师 

72 6-25-01-02 水环境监测工 高级技师 

73 6-25-01-03 土壤环境监测工 高级技师 

74 6-25-01-05 环境噪声及振动监测工 高级技师 

75 6-25-01-06 固体废物监测工 高级技师 

76 6-25-03-01 固体废物处理工 高级技师 

77 6-25-03-02 废水处理工 高级技师 

78 6-25-03-03 废气处理工 高级技师 

79 6-25-03-04 除尘设备运行工 高级技师 

80 6-26-01-01 化学检验工 高级技师 

81 6-26-01-02 材料成份检验工 高级技师 

82 6-26-01-03 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 高级技师 

83 6-26-01-04 无损检测员 高级技师 

84 6-26-04-01 长度计量工 高级技师 

85 6-26-04-02 热工计量工 高级技师 

86 6-26-04-03 衡器计量工 高级技师 

87 6-26-04-06 电器计量工 高级技师 

88 6-26-04-07 化学计量工 高级技师 

89 6-26-04-11 专用计量器具计量工 高级技师 

90 6-99-01-00 包装人员 高级技师 

91 6-99-02-00 机泵操作人员 高级技师 

92 3-03-03-02 线务员 高级技师 

93 4-02-01-01 保管员 高级技师 

94 4-05-02-04 车站货运作业组织员 高级技师 

95 4-05-02-05 车站货运员 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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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代码 职业名称 最高级别 

96 4-07-03-01 供水生产工 高级技师 

97 4-07-03-04 锅炉操作工 技师 

98 6-01-02-01 大地测量工 高级技师 

99 6-01-02-04 工程测量工 高级技师 

100 6-01-04-09 动力配煤工 高级技师 

101 6-02-02-04 电炉炼钢工 高级技师 

102 6-03-01-02 压缩机工 高级技师 

103 6-03-03-04 煤制气工 高级技师 

104 6-03-05-09 无机化学反应工 高级技师 

105 6-03-05-11 气体深冷分离工 高级技师 

106 16-141 水处理工 高级技师 

 

1.3考评办法 

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方式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实际

操作考核与综合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审分为企业初审和行业终

审。 

1.3.1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核 

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核由各单位按相应《国家职业标准》、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及《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

师考评条件》等有关规定负责命题、组织考试，并将理论知识考试试

题和实际操作考核试题报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备案。

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填入《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

师考评呈报表》中“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核”栏内，两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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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皆为百分制且达 60分及以上者，方可申报。 

已建立鉴定站并开展了考评人员、质量督导员培训的单位，要充

分发挥鉴定站、考评人员、质量督导员的作用,考评小组应由取得相

应资质的人员组成，开展命题、阅卷、督导等工作,确保考评工作质

量。 

未建立鉴定站的单位，应严格按照技师、高级技师考评的要求组

织开展有关工作。原则上考评人员应由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或高级技师担任。同时，应积极组织开展考评人员

和质量督导员培训工作，逐步建立健全鉴定专家队伍和工作体系。 

1.3.2企业初审 

1.3.2.1工作业绩考评 

企业内工作业绩考评实行能力考核与业绩评定相结合的办法。能

力考核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业绩评定突出实际贡献。企业可根据《国

家职业标准》、《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有色金属生产工

人技术等级标准》或各企业技师、高级技师岗位标准要求确定技师、

高级技师考评的要素和内容。 

申报人所在基层单位负责撰写申报人综合材料，人事或劳资部门

会同考评组给出考核意见，填入《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

呈报表》中“工作业绩考核”栏内（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三档），

工作业绩考核成绩为合格及以上者，方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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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技术总结或论文答辩 

申报技师、高级技师资格考评均需撰写技术总结或论文。技术总

结或论文由申报人撰写，要求结合生产实际，技术观点准确，阐述明

晰。重点反映申报人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及工作经验解决生产问题的能

力。 

申报高级技师要对申报人撰写的技术总结或论文进行答辩，申报

技师是否组织答辩，由各单位自行决定。 

答辩由 5名以上同行专家（高级技师或高级工程师）组成答辩小

组，对申报人撰写的技术总结或论文进行答辩。答辩要有一定的理论

和专业深度。答辩的全过程要有专门记录，并按优、良、中三档给出

答辩成绩，填入《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呈报表》中考试

考核成绩记录“技术总结或论文答辩”栏内，答辩成绩为“中”及以

上方可申报，答辩记录随申报材料一起送审。 

1.3.2.3综合评议 

在理论知识考试、实际操作考核、业绩考评、答辩的基础上，由

初审评委会对申报人进行评议，经参加会议初审评委会成员三分之二

（含）以上同意后，为初审合格。初审意见及投票结果填写在《有色

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呈报表》中“申报单位初审意见”栏内，

由初审评委会主任签字并加盖人事或劳资部门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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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行业终审 

行业终审由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行业专家

实施。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委员会对经企业初审合格的

申报人材料进行综合评议，经参加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含）以上表

决通过后，上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确认技师、高级技师资格，并颁

发国家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证书。 

1.4考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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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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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评条件解读 

  已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

准》的职业（工种），培训、考核参照标准执行；未颁布标准的职业

（工种），培训、考核参照考评条件执行，培训时应优先使用有色金属

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编制的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程，培训时间一

般不低于 120标准学时。 

2.1技师申报条件 

  随着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今年在广泛征

求申报单位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考评条件进行了修订（取消初级

工、中级工申报技师考评的过渡条款），申报人员应认真参照新条件

申报。 

2.1.1具备高级工职业资格申报 

当年或之前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工证，即可参照申报年限

参加技师考评。2014 年起将按“取得相关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满

一年”条款执行，即 2014年申报技师考评，高级工证须在 2013年及

以前取得。 

申报年限为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的年限（不是参加工作的

年限，例如，已参加工作 20年，但从事申报职业的年限仅为 5年，

则申报年限按 5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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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申报人员学历的不同，申报年限将有所变化。随着学历的增

高，申报年限将有所减少。高等技工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大专或大

学本科非相关专业毕业，必须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

时数，取得结业证书，年限参照同等学历相关专业毕业未经过培训条

件。否则学历不予承认，且申报年限将按普通高中学历计算。 

2.1.2具备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 

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坚持在生产一线从事有关工

作的申报人员，申报年限须按取得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的自

然年计算，例如 2009年取得相应资格，2012年申报技师考评，申报

年限计为 3年。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坚持在生

产一线从事有关工作的申报人员，申报年限不作要求。 

2.1.3破格申报 

破格申报技师考评的人员，申报单位均须出具《破格申报推荐意

见》。 

《破格申报推荐意见》主要包括申报人员信息，满足哪些破格条

款，解决哪些生产难题，取得哪些突出业绩，获得哪些重要奖项等。 

破格申报人员务必按“破格申报条件”的条款提供证明材料。提

供证明材料不全或不符者，将不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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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高级技师申报条件 

  申报高级技师考评须已具备技师职业资格或中、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高级技师考评暂不设破格申报。 

2.2.1具备技师职业资格申报 

取得技师职业资格后，工作须满一定年限（未经培训满 5年或经

培训满 3 年）方可申报高级技师考评。例如，2009 年取得技师职业

资格，经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学时数后 2012 年即可申报高级技

师考评。 

2.2.2具备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须在生产一线从事相关职业的工作，方可申报高级技师考评。 

2.3直接申报条件 

直接申报是为已获国家或行业等认可的高技能人才申报技师或

高级技师考评而专设的绿色通道。 

直接申报至少要提供以下申报材料： 

（1）呈报表一式两份（其中理论、实操成绩统一填写为 100分）； 

（2）身份证复印件； 

（3）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若有，须提供）； 

（4）对应申报条款的获奖证书或证明材料（具体参见条件）。 



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手册 

 - 16 - 

3.申报材料组织 

  申报材料包括个人申报材料和公共材料。个人申报材料，每人装

一个档案袋（封面式样见附件）；公共材料由申报单位整理并统一装

袋（可装多个档案袋，封面式样见附件）。 

3.1个人申报材料组织 

  个人申报材料包括呈报表、技术总结（或论文）、技术总结（或

论文）答辩登记表、综合材料、破格申报推荐意见（破格申报人员填

写）、证件、证书、业绩等证明材料。 

3.1.1呈报表 

呈报表是反映申报人员关键信息的材料。本表一式二份，通过技

师、高级技师评审，经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查和行

业主管部门核准后，存入个人档案一份。 

3.1.1.1简述 

（1）封面处，申报职业（工种）名称及编码应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规范名称及编码进行填写，严禁使用

不规范的名称及编码。申报等级规范填写为“技师”或“高级技师”。

封面须加盖单位公章。 

（2）基本信息页，文化程度应规范填写为“博士、硕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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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大专、高职、中专、技校、高中、职高、初中、小学”。本

工种工龄处，应填写从事申报职业（工种）的年限，不是参加工作的

年限；“申报职业资格等级”处统一填写为“技师”或“高级技师”。

粘贴照片处应按要求粘贴照片，不得空白。岗位或工段处，不得空白。

“主要学习经历”（从初中以上学历开始填写）、“工作经历”不得空

白，填写时间连续。 

（3）主要工作业绩、技术革新、贡献登记处，标记“此处不得

空白”的项目不得空白。“技能竞赛获奖情况”及“何年何月获得何

种荣誉称号”的项目按获奖时间顺序填写并附有相关的证明材料，未

附者不予承认。 

（4）呈报表中的技术总结，应简明写出技术总结的核心观点或

解决的问题，不得空白。技术总结须经有关负责人审核并签字、盖章。 

（5）基层单位推荐意见处，应由申报人所在基层单位填写，要

对申报人的技能水平、工作业绩、突出贡献等做出简要描述，不能简

单填为“符合条件，同意申报”。此处须加盖公章。 

（6）“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和“实际操作考核成绩”不得空白，

两项成绩皆为百分制成绩，任何一项未达到 60 分者不得申报。直接

申报人员，此两项成绩皆填写为 100分。申报高级技师还需填写“技

术总结（或论文）答辩”的成绩，答辩成绩达到“中”及以上者方可

申报。“工作业绩考核”不得空白，且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者，

不得申报。 

（7）申报单位初审评委会意见处，初审评委会人数不得少于 5



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工作手册 

 - 18 - 

人，参加会议的考评组成员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后，方可申报。

单位考评组投票后的结果（同意、反对、弃权人数）要如实填写在呈

报表中，评委会主任须签字并加盖公章。 

（8）申报单位审核推荐意见处，须有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1.1.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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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色 金 属 行 业 

技 师 、 高 级 技 师 

考 评 呈 报 表 
 
 

 
姓  名：张三 

身份证号码：123456789012345678 

单位(公章)：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申报职业（工种）名称：化学检验工 

申报职业（工种）编码：6-26-01-01 

申报等级：技师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编制 

201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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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填表内容要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二、人事或劳资部门要对申报人所填内容进行审核，并在封面加盖公

章。 

 

三、本表一式二份，通过技师、高级技师评审后，经人事或劳资部门

核准，存入本人档案一份，另一份由鉴定指导中心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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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文化 

程度 
大专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出生 

日期 
19XX年 XX月 XX日 

参加工作

时间 
19XX年 XX月 XX日 本工种工龄 XX年 

 

照片 

 
（小二寸） 

现从事职

业（工种） 
化学检验工 

现职业资格等

级 
高级工 

身份证号

18位 
123456789012345678 

申报职

业资格

等级 
技师 

联系地址 
邮编：XXXXXX 

地址：XX省 XX市 XX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xx 

联系 

电话 
手机号：139XXXX8888 

主要学历和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何校、何单位进行何种学习（包括技术培训和进修） 证明人及

证明材料 

19XX年X月至

19XX年 X月 

 

20XX年X月至

20XX年 X月 

 

20XX年X月至 

20XX年 X月 

在 XX高等技工学校学习工业分析专业 

 

 

在 XXXX党校进修工商行政管理专业 

 

 

参加化学检验工技师培训班学习 

XXX 

 

 

XXX 

 

 

XXX 

 

起止年月 何单位从事何种工作 岗位或工段 证明人 

 

19XX年X月至

今 

 

集团 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综合化验室化验分析 化验分析岗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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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业绩、技术革新、贡献登记 

项目 内容 证明人 

证明材

料（有、

无） 

完成 

工作 

任务 

情况 

 

19XX年至 20XX年期间，从事过滤矿生产流程样品分析、

运出硫精分析、坑口来矿样和实验样品分析，以及外购、内

销铜精矿分析、运出锌精矿分析、碘法测定金分析，能够分

析铜、锌铁、铝、砷、镍、金、硫等元素，年均完成化验元

素量 X千多个，化验质量均达标。 

 

（此处不得空白） 

 

 

XXX 

 

 

有 

解决 

工艺 

难题 

技能 

专长 

技能 

绝招 

 
 
一、解决生产难题 

20XX年，我公司 XXXX厂铜精矿铜含量不达标，考虑是原

料中含镍超标，经过反复试验，稳定操作，验证镍元素的分

析操作过程，准确分析铜精矿的镍含量，避免了含镍超标的

铜精矿原料进入冶炼工序（因为含镍的铜精矿原料进入冶炼

工序会影响粗铜的质量和炉体的使用年限），解决了生产难

题。 
二、技术专长、绝招 

1、碘量法测定铜精矿中铜的含量。 

2、EDTA容量法测定锌精矿中锌的含量。 

3、重铬酸钾法滴定铁的分析方法。 

4、EDTA滴定法测定矿石中铅的含量。 

5、燃烧中和法测定矿石中硫的含量。 

6、碘量法测定矿石中金的含量等等。 
 
 
 
 

（此处不得空白） 

 

 

 

 

 

 

XXX 

 

 

 

 

 

 

有 

技术 

革新 

项目 

 

 

 

我室用碘量法测铜时，试样蒸至近干，要求横卧烤杯以

赶尽酸烟，其缺点是易使化验员触电，为此，我查阅大量资

料并反复试验研究，采用试样蒸至近干时，将烤杯取下稍冷，

吹水加入 X毫升 X%的 XX溶液，煮沸后，凉至 X温度后再滴定

的方法，同样不会影响结果，而且快速。 

 

 

（此处不得空白） 

 

 

 

XXX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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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业绩、技术革新、贡献登记 

项目 内容 证明人 
证 明 材 料

（有、无） 

组织

开展

技能

培训

传授

技艺 

 

 

 

20XX年为 XXXX公司培养化验人员 X名，教会她们用

碘量法测定铜；EDTA滴定法测定镍和国家标准法测定砷元

素。 

 

（此处不得空白） 

 

 

 

XXX 

 

 

 

有 

技能

竞赛

获奖

情况 

 

 

20XX 年，获 XX 企业职业技能竞赛化学检验工组第 X

名。 

 

 

 

XXX 

 

 

有 

何年 

何月 

获得 

何种 

荣誉 

称号 

 

 

20XX年 X月，在 20XX年度矿山生产建设中被评为“先

进生产者”。 

20XX年 X月，被授予企业：“20XX年度职工技术能手”

称号。 

 

 

XXX 

 

XXX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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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结 

（本页简明写出技术观点或所解决的问题，具体内容单独附材料） 

（技术总结要求结合生产实际，技术观点准确，阐述明晰。重点反映申报人

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及工作经验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 

 

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李四 

 

题目：矿石中镍的测定—EDTA直接滴定法 

正文：XXXX 矿业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综合化验室对铜精矿的常规分析，只分析铜。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有时铜精矿铜含量达不到要求，主要是因锡、镍、硅、锌、钴等杂质含量高造

成的。据文献介绍,当铜精矿中镍的含量在 0.1%以上时，将会影响粗铜的质量和炉体的使用年

限。因此在进行冶炼之前，如何将含镍超标的原料筛选出来？如何检验原料中镍的含量，报

出准确的数据，以指导生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综合各方面条件考虑，我选用了 EDTA直接滴定法来测定铜精矿中的镍，原理是：试验用

盐酸和硝—硫混酸溶解，在柠檬酸盐存在下的微氨性溶液中，干扰元素钯、铁等被掩蔽，用 

丁二酮肟沉淀镍与其他干扰元素分离，残存的微量干扰元素用硫代硫酸掩蔽，一--紫脲

酸铵作指示剂，用 EDTA直接滴定镍。 

为确保分析结果准确，进行了反复的实验： 

1、分析过程中用丁二酮肟沉淀镍与其他干扰元素分离时，沉淀静置时间会影响分析结果

的准确性，为此，我反复实验确定了沉淀静置时间，确保了分析结果准确； 

2、滴定分析时需掌握以下要点：首先在样品被充分溶解的前提下，用氨水调节 pH＝5很

关键；其次是滴定时溶液体积保持在 200ml 左右；再有就是在调节好体积之后和加入指示剂

之前一定要加 2至 3ml氨水；另外滴定时一定要掌握好固体指示剂的量，多了会使结果偏高，

少了会使结果偏低。 

3、经过多次实验得出：分析步骤中加 1%丁二酮肟酒精溶液 15毫升，然后滴加 1：1氨水

至微氨味，并过量 1--2毫升，将镍沉淀完全。当样品中镍含量高时，可增加 1%丁二酮肟乙醇

溶液的体积，加入量按每 10 毫克镍加入 6--7 毫升为宜，但其加入量不应超过溶液总体积的

1/4。当体积超过溶液总体积的 1/4 时，可用丁二酮肟 2：3 饱和氨水溶液代替，只需补加少

量氨水即可出现红色沉淀，并使沉淀完全。 

认真细致的实验探索确定了各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反复的练习，稳定了操作，减少了误

差，准确分析出铜精矿中的镍，避免了镍超标铜精矿进炉造成的损失。 

（此处不得空白） 

注:申报技师、高级技师考评均需撰写技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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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层
单
位
推
荐
意
见 

 

 

 

XXX同志从事化验工作 XX年，担任过生产分析、金分析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

善于思考，勤于练习，有高超的操作技能；能指导培训员工进行化验分析工作；有

一定的创新能力；在我单位铜精矿杂质超标时，通过认真研究实验，稳定操作，准

确分析铜精矿中的镍含量，避免了镍超标的铜精矿进炉造成的损失。 

符合条件同意申报。 

 

 

 

 

 

 

 

盖章 

20XX年 X月 X日 

考试考核成绩记录 

项目 成绩 

理论知识考试（百分制） 80 

实际操作考核（百分制） 80 

技术总结或论文答辩 优□√    良□    中□ 

工作业绩考核 优秀□√   良好□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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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同意申报 
 

 

 

初审评委会主任签字：王五       人事或劳资部门（盖章） 

20XX年 X月 X日 

初审评委会人数 出席人数 表决情况 

申

报

单

位

初

审

评

委

会

意

见 

 

5 5 同意 5 反对 0 弃权 0 

申

报

单

位

审

核

推

荐

意

见 

 

 

同意申报 

 

 

负责人：赵六                 公章 

20XX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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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                                        年   月   日 

考评委员会人数 出席人数 表决情况 

行

业

考

评

委

员

会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有

色

鉴

定

中

心

审

查 
 
盖章 

 

年   月   日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核

准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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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常见问题 

（1）未使用新版呈报表（新版较旧版多处进行了修订）。 

（2）封面处，申报职业（工种）名称及编码不规范；未加盖公

章。 

（3）基本信息页，缺少照片；“本工种工龄”填写的是参加工作

年限（参加工作后曾更换职业）；身份证号码缺少位数或错误。 

（4）主要工作业绩、技术革新、贡献登记等处，多处空白或表

述不清。 

（5）呈报表中技术总结处空白 

（6）基层单位推荐意见处，简单填写为“符合条件，同意申报”

等，未加盖公章。 

（7）考试考核成绩记录处，未填写成绩或填写的成绩与汇总表

中的成绩不一致。 

（8）申报单位初审评委会意见处，负责人未签字或未盖章；初

审评委会人数不足 5人，表决情况中，“同意”的不足出席人数的 2/3。 

（9）单报单位审核推荐意见处，负责人未签字或未加盖公章。 

（10）呈报表提供复印件（一式两份，皆为原件）。 

3.1.2技术总结（或论文） 

技术总结（或论文），既可以是生产中的技术类总结，也可以是

论文。技术总结（或论文）要反映出申报人员的技术水平，解决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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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能力（技术创新、解决生产或设备难题等方面）。 

论文撰写内容主要包括（供参考）：关键词、摘要、问题的提出、

技术创新（方案）、效果对比与讨论、经济或社会效益分析、技术创

新点、推广前景、参考文献等等。 

技术总结撰写内容主要包括（供参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实施过程、实施前后效果对比，推广价值等等。 

3.1.2.1简述 

（1）技术总结（或论文）由申报人员本人撰写，字数不少于 2000

字。 

（2）技术总结（或论文）要经基层单位车间主任或负责人审核

并签字，加盖基层单位公章。 

3.1.2.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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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李四 

真空碳热还原法炼铝的研究进展 

（摘自《真空科学与技术学报》（第31卷第6期）作者：袁海滨等） 

摘要：综述了目前氧化铝碳热还原法及碳热还原-卤化法炼铝的

研究进展,重点总结了上述炼铝法的机理及研究现状,讨论了金属铝

的制备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并指出了制约上述各炼铝法金属铝直收率

提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常压及真空直接碳热还原法炼铝过程,

由于氧化铝碳热还原过程生成的碳化铝,导致碳化铝、氧化铝和金属

铝三元系在高温下相互熔解,以致气相不能分离,致使铝的提取率较

低,且难以与渣相分离。真空碳热还原-硫化法炼铝存在低价硫化铝歧

解得到的产物金属铝与硫化铝(Al2S3)的分离困难,且硫化铝易吸水潮

解,生成剧毒物质H2S,造成环境污染;真空碳热还原-氯化法炼铝,虽

产物金属铝与冷凝物氯化铝易于分离,但该法存在氯化铝对设备的腐

蚀及含六个结晶水的氯化铝脱水处理问题,若能克服上述问题,则该

过程就存在连续化作业的可能;而真空碳热还原-氟化法炼铝过程存

在机理研究不清及炉型结构设计不合理,从而导致产物金属铝的直收

率不高。 

关键词：真空碳热还原碳热还原-卤化炼铝 

铝是世界上仅次于钢铁的第二重要金属,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地壳中分布最广、储量最丰富,其平均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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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7.45%,仅次于氧和硅,位居第三,按金属而言,铝居首位。然而,含

量如此丰富的铝的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其储量与价格的反差太大,

其原因在于:目前现行的冰晶石-氧化铝熔盐电解法炼铝工艺过程存

在电能消耗大(电能耗平均每吨在(1.3～1.5)×105kW·h);能量利用效

率低,不到50%;工序繁多,设备复杂,单槽产量低,吨铝成本高等,而且

目前又没有找到一种更为廉价的产铝方法。在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下,

铝工业将长期承受价格、原料供应和市场需求的压力,提高抗风险能

力,最根本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是有效降低成本

和提高抗风险能力,保持铝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为了解决铝

工业发展的瓶颈,在最近数十年内,人们从未放弃其他炼铝新方法的

研究,其中主要有常压碳热还原法、真空碳热还原法(包括直接碳热还

原法、真空碳热还原-硫化法以及真空碳热还原-卤化法)、离子液体

电沉积法等。 

（下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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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常见问题 

（1）技术总结（或论文）撰写内容浅显或简单拼凑教材、培训

讲义等内容。不能反映申报人员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不能反映

申报人员的创新能力。 

（2）技术总结写成了工作总结，简单罗列日常工作，对如何解

决生产问题、技术创新等没有阐述，或阐述不清，尤其是技术论文涉

及到技术创新时，不能准确提炼出技术创新点；技术总结涉及到小改

小革时，不能阐明改造方案，不能阐明改造前后的效果等等。 

（3）技术总结（或论文）有抄袭现象。 

（4）字数不足 2000字。 

3.1.3技术总结（或论文）答辩登记表 

申报高级技师考评必须进行答辩；申报技师是否组织答辩，由各

单位自行决定。 

3.1.3.1简述 

（1）答辩时，评委提出的问题一般不少于 3 个，申报人员的答

辩内容（包括问题与答案）须填入技术总结（或论文）答辩登记表内。 

（2）答辩评语处，评委须签字。 

（3）答辩成绩处，填写为优秀、良好或一般（答辩成绩为“差”

者，不得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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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参考模版 

 

技术总结（或论文）答辩登记表 

姓名 XXX 性别 女 文化程度 高职 

工作单位 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

公司 
现职业（工种） 化学检验工 

技术总结题目 矿石中镍的测定---EDTA直接滴定法 

答
辩
情
况
记
录 

问题 1：EDTA直接滴定法测定镍量的方法原理？ 
答：试样用盐酸和硝-硫混酸溶解，在柠檬酸存在下的微氨性溶液中，干扰元素钯、
铁等隐蔽，用丁二酮肟沉淀镍与其他干扰元素分离，残存的微量干扰元素用硫代

硫酸钠掩蔽，以紫脲酸铵作指示剂，用 EDTA直接滴定法以测定镍含量。 
问题 2：25%柠檬酸及 25%氯化铵水溶液的配制？1%丁二酮肟酒精溶液配制？ 
答：称取 25克柠檬酸盐溶成 100ml水溶液或成取 12.5克柠檬酸盐溶成 50ml

水溶液或称取 5克柠檬酸溶成 20ml水溶液；称取 25克氯化铵溶成 100ml水溶液
或称取 10克氯化铵溶成 40ml；称取 1克丁二酮肟于 100ml酒精或称取 0.1克丁二
酮肟于 10ml酒精。 
问题 3：镍标准溶液的配制？ 
答：准确称取电解镍（99.99%）1.0000克于 400ml烧杯中，加 1:1硝酸 20ml,

盖表皿加热溶解，然后再加（1:1）硫酸 5ml,蒸发至硫酸烟冒尽取下冷却，吹洗杯

壁体积为（100-200）ml，加 1：1硫酸 5ml，加热使盐类溶解，冷却后移入 10000ml

容量瓶中，以水稀释至标线，摇匀。此荣誉 1毫升含 1毫克镍。 
（可另加附页） 

答
辩
评
语 

该同志论文论点清楚，论据充分，是一篇较优秀的论文。该同志答辩思路清晰，

回答准确，具备技师水平。 
 
答辩负责人：赵 XX 

答辩小组成员：（XX签字）（XX签字）… 
20XX年 X月 X日 

答辩成绩 优秀 

注：申报高级技师考评，必须组织答辩；申报技师考评是否答辩，不做统一要求，由各

单位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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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常见问题 

 （1）基本信息填写不完整。 

 （2）仅有评委提出的问题，申报人员答辩内容无记录。 

 （3）无评委签字，无答辩成绩。 

3.1.4综合材料 

综合材料是反映申报人员在企业工作情况的客观说明材料，由基

层单位撰写，是从单位的角度对申报人员的综合评价。 

3.1.4.1简述 

（1）综合材料撰写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人基本情况； 

2）申报人在本岗位上的工作业绩、为企业做出的贡献、产生的

经济效益等情况； 

3）申报人技能水平及解决实际生产问题的能力； 

4）培训、传授技艺情况； 

5）申报人获得的荣誉称号（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明）； 

6）申报人符合《考评条件》中的哪一条款。 

（2）综合材料要实事求是，简明扼要，突出申报人员运用技能

及所做的贡献，重点突出工作业绩、技术革新、传授技艺及职业道德

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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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由申报人所在基层单位撰写，并加盖基层单位公章，

不得由申报人员个人撰写。 

（4）字数不少于 1000字。 

3.1.4.2常见问题 

  （1）综合材料内容不全面（如缺少培训、传授技艺等内容）。 

  （2）申报人员个人撰写综合材料。 

（3）字数不足 1000字。 

（4）未经人事或劳资部门审核，未加盖公章。 

3.1.5破格申报推荐意见 

破格申报人员除提交常规申报材料外，还需提交《破格申报推荐

意见》，由申报单位（或基层单位）撰写并经人事或劳资部门审核后

加盖公章。 

3.1.5.1简述 

撰写要求:对照破格条件，重点阐述破格申报人员掌握的高超技

能、复合技能，创新能力，传授技艺，工作中的突出业绩，对企业做

出的重大贡献，获得的技能竞赛荣誉、技术奖励、立功证书等，并注

明符合破格条件哪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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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常见问题 

（1）破格申报人员未提供《破格申报推荐意见》。 

（2）未经审核并加盖公章。 

（3）未注明破格申报人员符合的破格条款。 

（4）破格申报人员没有提供相关材料或提供的材料与破格条款

不相符。 

3.1.6证件、证书、业绩等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主要包括：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或职称证书）、培

训结业证书、毕业证书、获奖证书、业绩证明等复印件。 

3.1.6.1简述 

（1）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纸上。照片、

文字要清晰。 

（2）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一份，应包括等级页、照片页、基本

信息页及成绩页，缺一不可。 

（3）培训结业证书复印件一份，应包括照片页及培训信息页，

缺一不可。 

（4）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应包括照片页及基本信息页，缺一

不可。 

（5）获奖证书（包括竞赛获奖、先进工作者、立功证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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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奖励或荣誉批文等等）复印件。 

（6）业绩证明材料，包括专利、科技成果、技术报告、改造方

案、标准、发表的论文、图纸等（酌情提供）。项目名称与人员名单

不在同一页的，可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纸上。 

以上证明材料须经人事或劳资部门核对原件后，由审核人签字并

加盖公章。 

注：（1）至（6）条，依次装订成册，并在首页加目录。 

3.1.6.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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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已审：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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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原件已审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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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训结业证书复印件 

 

原件已审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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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3常见问题 

（1）身份证仅单面复印。 

（2）要求复印的职业资格证书页数不全，不清晰。 

（3）证明材料提供不足。 

（4）证件、证书等复印件未经审核人签字并盖章。 

3.2公共材料组织 

3.2.1公示情况报告 

3.2.1.1简述 

申报人员基本信息（申报职业、申报等级、学历、本工种工龄等）

须进行公示，公示地点须选择在企业员工流量较大的地点，公示时间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填报《公示情况报告》（须加盖

公章）。 

3.2.1.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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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情况报告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我单位于 20XX年 X月 X日至 20XX年 X月 X日，在 XX（地点）

处就张三等 N名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推荐人选的基本信息、主要业绩

和技术总结予以公示。 

  公示期间无异议。 

  经研究，决定推荐上述同志参加 20XX 年度有色金属行业技师、

高级技师考评。 

 

  特此报告。 

 

申报单位名称：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公章） 

                                       20XX 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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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申评报告 

3.2.2.1简述 

申评报告是反映申报单位组织申报人员进行培训、理论知识考

试、实际操作考核及企业初审等考评过程的资料。申报单位可整体报

送一份。 

培训情况、理论知识考试及实际操作考核应按申报职业工种分别

说明具体情况。未组织培训的，培训情况可不填。 

3.2.2.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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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师、高级技师申评报告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我单位（有色金属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XX号站）按照《国

家职业标准》、《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2013 年度有色

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条件》和《2013 年度有色金属行业技

师、高级技师考评办法》的要求，本单位组织 XX 名技术工人参加技

师培训，XX 名技术工人参加高级技师培训。经过理论知识考试和实

际操作考核及企业初审合格后，本单位共有 XX人申报技师、XX人申

报高级技师。现将有关材料申请报送。 

一、培训情况（不同职业或工种单列）： 

1.铝电解工职业（工种）的技师： 

培训时间：2012年 11月 1日至 2012年 11月 30日共 120

学时 

培训地点：公司多功能厅 

培训人数：XX人 

使用教材：铝电解工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材 

教师情况：任课教师姓名王三高级工程师 

2.金属轧制工职业（工种）的高级技师： 

培训时间：2012年 11月 1日至 2012年 11月 30日共 12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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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公司多功能厅 

培训人数：XX人 

使用教材：铝电解工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材 

教师情况：任课教师姓名李三高级工程师 

 

二、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及初审情况： 

1.铝电解工职业（工种）的技师： 

考试时间、地点、人数： 

理论考试时间、地点：2012年 3月 5日 8时至 10时于公司多

功能厅（地点）XX人进行理论知识考试。 

实操考试时间、地点：2012年 3月 10日 8时至 17时于铝电解

一厂（地点）XX人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初审时间、地点：2012年 3月 20日 8时至 17时于厂会议室（地

点）对 XX人进行初审。 

合格情况： 

理论知识考试合格人数：XX 

实际操作考核合格人数：XX 

初审合格人数：XX 

鉴定收费情况：（分培训、考试） 

培训费：XX元 

考试费：XX元 

2.金属轧制工职业（工种）的高级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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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地点、人数： 

理论考试时间、地点：2012年 3月 5日 8时至 10时于公司多

功能厅（地点）XX人进行理论知识考试。 

实操考试时间、地点：2012年 3月 11日 8时至 17时于铝电解

一厂（地点）XX人进行实际操作考核。 

初审时间、地点：2012年 3月 21日 8时至 17时于 XX厂 XX会

议室（地点）对 XX人进行初审。 

合格情况： 

理论知识考试合格人数：XX 

实际操作考核合格人数：XX 

初审合格人数：XX 

鉴定收费情况：（分培训、考试） 

培训费：XX元 

考试费：XX元 

 

三、考评情况： 

高级考评员的聘用： 

本次理论知识考试聘用的高级考评员（姓名、证卡号、职业

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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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业（工种） 证卡号 职称/职业资格 

1     

2     

 

 

本次实际操作考核聘用的高级考评员（姓名、证卡号、职业

工种）： 

序号 姓名 职业（工种） 证卡号 职称/职业资格 

1     

2     

 

 

本次初审聘用的评审专家（姓名、职称、所属单位）： 

序号 姓名 部门 专业或职业 职称/职业资格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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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督导情况： 

  现场参加质量督导工作的质量督导员(姓名和证卡编号)有： 

序号 姓名 职业（工种） 证卡号 职称/职业资格 

1     

2     

 

 

 

 

单位名称：（盖章） 

20XX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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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技能鉴定质量现场督导报告 

3.2.3.1简述 

质量督导报告是由质量督导员填写并签字。按有关规定，在职业

技能鉴定过程中，须由本职业质量督导员全程监督鉴定过程，规范鉴

定程序，保证鉴定质量。 

质量督导报告，填写务必真实、有效。 

3.2.3.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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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现场督导报告 

被督导单位名称 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3XX-XXXXXXX 

质量督导员姓名 赵 XX 联系电话 03XX-XXXXXXX 

督导员工作单位 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3XX-XXXXXXX 基本信息 

委派单位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联系电话 010－68790289 

督导内容 执行情况 

1.试卷来源 ●受有色鉴定中心委托鉴定站编制并经审核采用。○有色鉴定中心提供标

准试卷；○传真清样；○网络发送清样； 

2.试卷的印刷 ●在指定的印刷厂监印；○由鉴定站印刷并有专人监印；○鉴定站复印。 

3.试卷的运送 ●由两人以上专人运送；○由一人运送；○邮寄。 

4.试卷的交接 ●由专人交接并签名、封存；○由专人交接未签名、封存。○无专人交接。 

5.试卷的使用 ●试卷在考场现场拆封；○试卷未在考场现场拆封。 

1.考试内容与标

准要求关联度 

●考试内容全面且符合本职业标准要求；○考试内容基本反映本职业标准

规定的内容；○考试内容与标准规定内容相差较远。 

2.考试内容与当

地实际关联度 

●基本符合；○大部分符合；○相差较大。 

（一）试卷的使

用情况 
 

6.试卷 

质量 

分析 

3.难易度分析 ●较难；○难度适中；○较易。 

准备依据 ●完全按技术准备通知单做；○有部分调整；○没有按技术准备通知单做。 

场地准备 ●良好；○一般；○较差；○混乱。 

设备、仪器准备 ●全且符合要求；○一般；○较差；○混乱。 

 

1.考场 

准备 

人员安排准备 ●人员充足、分工合理；○人员少且分工不合理。 

1.鉴定对象安排 
●鉴定结束者和未鉴定者有效分开；○鉴定结束者和未鉴定者没有采取措

施分开。 

（二）考场 

2.鉴定 

现场 

情况 2.考场秩序 ●良好；○一般；○较差；○混乱。 

1.考评小组 ●按要求组建；○由有关人员指派；○无考评小组。 

2.考评人员资格 ●完全符合；○部分人员符合；○均不符合。 
（三）考评人员

情况 
3.考评情况 ●考评人员佩戴胸卡，严格遵守考评守则；○没有严格遵守考评守则。 

1.经过审查 ●按申报条件严格审查；○审查不严格。 （四）鉴定对象

的资格审查 2.未经过审查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鉴定站未安排。 

1.场次的确定 ●抽签决定；○人为安排；○考生自愿。 

2.位置的确定 ●抽签决定；○人为安排；○考生自愿。 

3.测评打分 
●按要求独立打分；○全部考评员的综合意见；○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

的平均分。 

（五）实操考试 

4.考核分数的处理 ●鉴定后及时整理、汇总成绩；○鉴定后未及时整理、汇总成绩。 

1.现场处理方式 
●由考评小组组长按有关规定现场处理；○由站长处理；○由考评人员协

商解决。 

（六）出现技术

问题后的处理

方式 2.处理结果 ●如实记录并上报；○没有记录。 

（七）其他情况 
 

 

质量督导员签字：刘七督导时间：20XX年 X月 X日—20XX年 X月 X 
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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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申报人员汇总表 

3.2.4.1简述 

  申报人员汇总表是反映申报人员主要信息，供评审专家了解申报

人员基本情况的重要材料。各申报单位务必认真填写。申报人员汇总

表分为技师申报人员汇总表和高级技师申报人员汇总表。 

填表要求： 

（1）“基层单位”处填写申报人员所在二级单位，无二级单位者

与“申报单位”处填写内容一致。 

（2）“身份证号码”处应准确填写 18位身份证号码，不得缺少位

数或错误。身份证号码将用于职业资格证书的印制。 

（3）“出生日期”处，应严格对应身份证号码上的数据段，填写

格式为“19XX年 XX月 XX日”，如“1970年 01月 01日”。 

（4）“文化程度”请按申报人员学历准确填写为：博士、硕士、

大学（本科）、大专、高职、中专、技校、高中、职高、初中或小学，

并提供对应学历证书（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可不提供）。 

（5）“申报职业工种”及“统一编码”处，请严格按照《中华人

员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名称及代码进行填写。填写格式如：

铝电解工，602050200。 

（6）“参加工作时间”即为初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如 1988 年 7

月参加工作。 

（7）“本工种工龄”为申报职业工种的工作年限，与参加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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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不完全一致。如 1988年初次参加工作至 2012年已经 24年，但

2000年以后改为从事铝电解工，则“本工种工龄”应为 12年。 

（8）“现职业资格等级”处统一填写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

工或技师。无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此处填写“无”。 

（9）“理论成绩”和“实操成绩”处不得空白，成绩皆达 60（含）

以上者，方可申报。直接申报的人员，两处成绩皆统一填写为 100分。 

（10）“答辩成绩”处填写为优、良、中，答辩成绩差者，不得

申报。 

（11）“是否破格”处，填写“是”或“否”，不得空白。破格申

报人员必须提供“破格申报推荐意见”材料。 

3.2.4.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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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有色金属行业技师申报人员汇总表 

 

呈报单位（盖章）: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序

号 
申报单位 

基层

单位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出生日期 

文化

程度 

申报职

业工种 
统一编码 

现从事职

业工种 

岗位或

工段 

参加工作时

间 

本工种

工龄 

现职业资

格等级 

现资格取得

时间 

理论

成绩 

实操

成绩 

答辩

成绩 

是否

破格 
备注 

1 
XX有色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 

第一

分厂 
张三 男 111111197001011111 

1970年 01月

01日 
技校 

铝电解

工 
602050200 铝电解工 铝吸出 1988年 7月 24年 高级工 2007年 3月 80 80 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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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3常见问题 

（1）姓名与身份证上姓名不符。 

（2）身份证号码缺少位数或错误。 

（3）文化程度填写不规范，如中技、中职、大本等。 

（4）申报职业工种填写不规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大

典》中找不到对应的职业或工种。 

（5）统一编码不准确或错误，书写格式不规范的写为 6-02-05-02

或 39-090，统一编码与申报职业工种不对应。 

（6）本工种工龄写为工作年限（参加工作后，从事的职业工种

发生过变化）。 

（7）理论、实操成绩空白。 

3.2.5申报人员照片 

3.2.5.1简述 

申报人员照片在印制职业资格证书过程中使用。 

申报人员每人一张近期小 2 寸免冠正面照片，照片背面注明姓

名。各单位将申报人员照片按职业（工种）分开，同一职业（工种）

内按照姓氏拼音排序。 

申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人员照片，应分开粘贴。 

3.2.5.2参考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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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粘贴式样 

单位：XX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级别：技师 

职业：氧化铝制取工 XX人 

 

 

 

 

 

 

 
 

姓名：XXX         姓名：XXX        姓名：XXX         姓名：XXX 

职业：铝电解工 XX人 

 

 

 

 

 

 

 

 

姓名：XXX        姓名：XXX         姓名：XXX        姓名：XXX 

职业：金属轧制工 XX人 

 

 

 

 

 

 

 

 

姓名：XXX        姓名：XXX        姓名：XXX        姓名：XXX 

注：照片背面注明姓名，且照片按姓氏拼音顺序粘贴（建议使用

双面胶轻微粘贴照片左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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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3常见问题 

（1）照片不全，缺少部分申报人员照片。 

（2）照片尺寸不符合要求，如提供了一寸的照片。 

（3）照片背面未注明申报人员信息。 

（4）照片粘贴未按申报职业进行分类。 

3.2.6电子版申报人员技术总结（或论文） 

电子版申报人员技术总结（或论文）由申报单位统一整理、压缩

打包，并发送至 cntrc@263.net。 

个人技术总结或论文文件命名方式：申报单位+姓名由申报单位

统一打包。 

文件夹命名方式：申报单位+技术总结。 

3.2.7培训教材大纲（或目录） 

3.2.7.1简述 

在技师、高级技师晋级培训过程中，优先使用已出版的职业技能

鉴定培训教程。 

在培训过程中使用的培训教材或企业内部资料，按技师、高级技

师考评要求，应提供教材目录或培训大纲（复印件）。 

mailto:cntrc@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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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模板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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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理论、实操考核试题 

每一职业理论知识考试试题应提供一套空白卷和答案，实际操作

考核试题提供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理论、实操试题按职业（工种）装订。 

3.2.9理论、实操考核现场录像（或照片） 

在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过程中，应实时记录考核过程。

鉴定过程须进行录像，条件不具备者，亦可进行照相。 

将现场录像或照片刻录成光盘。 

3.2.10考评工作服务信息表 

考评工作服务信息表，反映了申报单位重要的考评信息。有色金

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将依据此表开具发票、反馈初审信息、

邮寄考评结果通知、邮寄证书等，请各申报单位填写完整，并保证信

息准确、有效。 

  需要返回邮寄申报材料的单位，除了付评审费外，另外需付每人

4元的邮寄费。 

  此表务必以电子版的形式提供，以便更好的为各单位提供有关服

务。 

公共材料将由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存档，不再返

回申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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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工作服务信息表 

单位名称： 

考评工作部门   

手机号  
部门负责人  办公电话  

QQ 号  

手机号  
工作人员  办公电话  

QQ 号  

技师人数  
高级技师

人数  
总人数  

申报材料  

是否回寄  

邮寄费 /

每人 4 元  
总服务费  

发票开具  

单位名称  
 

发票开具  

类别  
人才测评服务费□培训费□资料费□  

联系地址   

邮编  其它  

 

请将此表汇同其它电子版资料一并发送至 cntrc@263.net，

以便更好的为您服务。 

 

 

 

mailto:cntrc@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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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2014年度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考评条件 

为加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做好有色金属行业技师、高级技师

考评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参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有

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及有关规定，凡符合以下申报条件且

技能水平达到相应要求的人员，可申报技师或高级技师考评。 

已颁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或《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标

准》的职业（工种），培训、考核参照标准执行。 

1.技师申报条件（满足 1.1后，还需具备 1.2、1.3、1.4、

1.5四条之一） 

1.1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专门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独

立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本职业关键技术操作或工艺难题；在

技术攻关、工艺革新和技术改革方面有创新；能组织指导他人工作和

培训高级操作人员；具有一定的资源分配能力。 

1.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满一年，具备以下

条件之一的，可申报技师考评： 

（1）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 6 年以上或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

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取得结业证书且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 4

年以上。 

（2）中等技工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或普通

高中毕业，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 5年以上或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

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取得结业证书且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 3

年以上。 

（3）高等技工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大专或大学本科相关专业

毕业，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 3年以上或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

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取得结业证书且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 2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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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注：高等技工学校、高等职业学院、大专或大学本科非相关专业

毕业，必须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取得结业证

书，年限参照同等学历毕业相关专业未经培训条件。否则学历不予承

认。 

1.3取得相关专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在生产一线从

事相关职业（工种）工作 3年以上或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

标准学时数取得结业证书且在生产一线从事相关职业（工种）工作 2

年以上。 

1.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生产

一线从事相关职业（工种）工作的人员，可申报技师考评。 

1.5破格申报条件（须提供《破格申报推荐意见》） 

对不符合上述技师申报条件的人员，但具备下列条件三条（含）

以上，可破格申报技师考评。 

（1）从事本职业工作达 15年（含）以上且本职业技能培训学时

累计达 300学时（含）以上； 

（2）参与国家或行业职业技能标准、教材、题库的开发、修订

等工作，并得到相关主管部门认可； 

（3）在技术改造、工艺革新、技术攻关等方面有较大突破或较

大成果（有相应权威机构或技术评审机构的鉴定证书或有效证明）的

主要参与者； 

（4）市级（含）以上技术创新、发明、创造、推广、应用三等

奖及以上的主要完成人员； 

（5）在地市级及以上刊物上发表技术论文； 

（6）获得国家级（含一类、二类）、行业（省部）级、地市级、

集团公司级等技能竞赛主要名次（不满足“直接申报条件”的人员）； 

（7）获得市级或系统、公司级（一级单位）与技能业务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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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生产者、质量标兵、技术能手、劳动模范称或五一劳动奖章等称

号； 

（8）企业关键技术岗位的首席员工、首席技师或技能大师； 

（9）在部队服役期间因技术创新、发明创造而荣立三等功及以

上者； 

（10）在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并得到相关部

门认可的人员。 

2.高级技师申报条件（满足 2.1条后，还需具备 2.2、2.3、

2.4、2.5四条之一） 

2.1能够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特殊技能完成较为复杂的工作；独

立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本职业高难度技术操作和工艺难题；

在技术攻关、工艺革新和技术改革方面有创新；能组织开展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和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具有资源分配能力。 

2.2取得相关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从事本职业（工种）工

作 5年以上。 

2.3取得相关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从事本职业（工种）工

作 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

得结业证书。 

2.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后，在生

产一线从事相关职业（工种）工作 5年以上或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

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取得结业证书且在生产一线从事相关职业

（工种）工作 3年以上。 

2.5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生产

一线从事相关职业（工种）工作。 

3.直接申报条件 

3.1直接申报技师考评 

3.1.1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且申报职业（工种）设有技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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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申报技师考评： 

（1）国际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名次的选手； 

（2）国家级（含一类、二类）技能竞赛决赛中获得各职业（工

种）前 6名的选手； 

（3）行业级（含中央直管大型企业集团）或省部级技能竞赛决

赛中获得各职业（工种）前 3名的选手； 

（4）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级技能竞赛决赛中获得各职业（工种）

第一名的选手。 

3.1.2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且原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或同等

资格），申报职业（工种）设有技师职业资格，可以直接申报技师考

评： 

（1）国家级（含一类、二类）技能竞赛决赛中获得各职业（工

种）第 7～15名的选手； 

（2）行业级（含中央直管大型企业集团）或省部级技能竞赛决

赛中获得各职业（工种）第 4～12名的选手； 

（3）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级技能竞赛决赛中获得各职业（工种）

第 2～4名的选手； 

（4）有色金属行业或省部级及以上技术能手。 

3.2直接申报高级技师考评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且原具有技师职业资格（或同等资格），

申报职业（工种）设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可直接申报高级技师考评： 

（1）国际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名次的选手； 

（2）国家级（含一类、二类）技能竞赛决赛中获得各职业（工

种）前 6名的选手； 

（3）行业级（含中央直管大型企业集团）或省部级技能竞赛决

赛中获得各职业（工种）前 3名的选手； 

（4）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级技能竞赛决赛中获得各职业（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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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的选手； 

（5）有色金属行业或省部级及以上技术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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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已颁布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及培训教程 

序号 标准 培训教程 

1 《金属轧制工》 《金属轧制工》 

2 《精整工》 《精整工》 

3 《金属材丝拉拔工》 《金属材丝拉拔工》 

4 《酸洗工》 《酸洗工》 

5 《金属材涂层工》 《金属材涂层工》 

6 《轧制原料工》 《轧制原料工》 

7 《氧化铝制取工》 《氧化铝制取工》 

8 《铝电解工》 《铝电解工》 

9 《火法冶炼工》 《火法冶炼工》 

10 《电解精炼工》 《电解精炼工》 

11 《焙烧工》 《焙烧工》 

12 《碳素煅烧工》 《碳素煅烧工》 

13 《碳素成型工》 《碳素成型工》 

14 《硬质合金成型工》  

15 《硬质合金烧结工》  

16 《硬质合金混合料制备工》  

17 《硬质合金精加工工》  

18 《湿法冶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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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 培训教程 

19 《重冶备料工》  

20 《烟气制酸工》  

21 《钛冶炼工》  

22 《金属挤压工》  

23 《铸轧工》  

24 《碳素焙烧工》  

25 《半导体原料制备工》  

26 《多晶制取工》  

27 《单晶硅制取备料工》  

28 《单晶硅制取工》  

29 《单晶片加工工》  

30 《电子用水制备工》  

31 《浮选工》  

32 《凿岩工》  

33 《铲运机操作工》  

34 《内燃装卸机械修理工》  

35 《磨矿工》  

36 《矿井开掘工》  

37 《钻孔机司机》  

38 《矿井机车运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