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申报电研院自主职称评审的孵化企业名录

序号 公司名称

1 东莞成电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 广东成电华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 东莞市东电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 东莞成电精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5 东莞迪赛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6 东莞数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 东莞市天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8 广东睿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 泰斗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 东莞高科智能玩具研创中心

11 东莞市天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 东莞芯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 东莞成电术有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14 东莞市迪文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15 东莞成电智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6 东莞智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 东莞语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东天浩科技有限公司

19 东莞市茂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 东莞市金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1 东莞壹声通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22 东莞顺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3 东莞诚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4 东莞市成电思为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5 广东为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 广东安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7 东莞多新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8 广东沙之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9 广东云盾信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30 东莞杜邦惠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1 天复（东莞）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附件1：



附件 2.：

2018 年电研院职称评审工作安排

一、评审对象：

电研院及电研院持股孵化且注册地在东莞的企业里从

事电子专业领域相关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项目管理等

的电子专业技术人员。包括：电研院在岗在职的最近连续 2

个绩效考核分数不低于 80 分的正式员工；与电研院持股的

在莞注册登记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入职时间半年

以上的正式员工。

三、评审、考核认定专业：

（一）评审专业

1. 本院受理评审专业：电子专业中、初级职称。

2. 本院设有中、初级评委会，评审材料由本院受理并

评审。

（二）考核认定专业

参照“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系统中的专业目录。

四、评审、考核认定时间

（一）申报时间

申请本院评审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请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前填写电研院员工职称评审申请表或电研院持股企

业员工职称评审申请表，并完成相关审批后提交到院务部。

（二）审核时间

要求 11 月 25 日完成网上审核。



（三）评审、考核时间

原则上要求 12 月上旬完成。

五、申报条件和专家评审依据

（一）评审条件

1.学历和资历条件：按《关于深化我省职称制度改革的

若干意见》（粤人发[2003]178 号）、《关于调整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中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粤人发[2005]177 号）

和《关于明确当前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若干问题的通知》

（粤人发[2007]197 号）执行，简要说明如下：

（1）申报评审中级职称的学历、资历要求：

获得硕士学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2 年以上，或获得

硕士学位前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累计 3 年以上;

研究生班毕业或获得双学士学位，取得助理级职称后，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2 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职称的，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 4 年以上;

大学本科毕业，取得助理级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3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职称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5年以上;

大学专科毕业，取得助理级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4年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职称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8年以上;

中专毕业，取得助理级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8 年

以上；未取得助理级职称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5 年以上。

（2）申报评审助理级（初级）职称的学历、资历条件

要求：

硕士研究生毕业实习半年期满；



大学本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 年以上;

大学专科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2 年以上；

中专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4 年以上。

2.职称外语和计算机条件：不作统一要求，成绩仅作为

参考条件。确需评价外语、计算机能力水平的，由评审委员

会自主确定，或由用人单位在职称推荐申报环节增加相关要

求。

3.继续教育条件：按《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

例》 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

不少于 12 天或 72 学时并取得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申报评审

时需提供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的《广东省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证书》。（申报人所在单位在广东省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http://gdrst.gdhrss.gov.cn”上注

册账号，审核员工的继续教育条件）

4.论文条件：按国家、省市和本院现行的职称政策规定

执行，简要说明如下：

申报本院评审的中级职称的，需提交至少 2 篇论文，要

求在 CN、ISSN 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请申请人在申报系统同

时上传刊物的封面（需标出刊号）和目录（需标出本人论文

标题）的 PDF 格式扫描件及论文的 WORD 文档（供查重）、

5.工作总结条件：

申报中、初级职称评审的，均需提交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要求篇幅达到 1500 字左右，申请人须在末页落款处亲笔签

名。



（二）考核认定条件

1.初级职称认定条件

（1）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毕业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上，

从事电子类专业技术工作三年以上，在本单位工作半年以上

并取得业绩的，可申请认定初级职称；

（2）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双学士、本科

毕业后，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电子类专业技术工作一年

以上，在本单位工作半年以上并取得业绩的，可申请认定初

级职称。

2.中级职称认定条件

（1）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

专业技术岗位上，从事电子类专业技术工作三年以上，在本

单位工作一年以上并取得业绩的，可申请认定中级职称；

（2）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获博士学位后，在专业技术岗

位上，从事电子类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在本单位工作一

年以上并取得业绩的，可申请认定中级职称。

（三）专家评审依据

专家评审采取书面材料评审与面试答辩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评审依据为国家、省现行的职称制度（可访问“广东

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在首页点击“资格条件”

查询）和本院职称评审制度文件。

答辩要求：申报评审工程系列电子专业中级职称并已按

规定在 CN、ISSN 刊物上发表两篇论文的人员，按 100%的比

例抽取参加答辩的人员名单，并随机生成答辩序号。



答辩的主要内容是与专业技术人员业绩相关和论文内

容有关的问题，答辩时间约 20 分钟，评委会应该在评审会

议召开前至少 3 天通知答辩人员。

答辩当天，答辩人员应准时到场，未能按要求到场参加

答辩的视为评审不通过。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场答辩的，必

须提交书面申请，经电研院职称评审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

以远程视频的形式答辩。

六、申报途径和材料要求

（一）申报途径

申报材料于 11 月 22 日前，统一递交电研院院务部。

（二）材料要求

申报人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技术岗位，对照国家、省的

职称政策及相应资格条件，如实填报并一次性提交全部申

报材料。提交申报材料时，一并提交与个人经历相同的连

续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除有规定的专业外，申报材料的

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

论文、学历（学位）证等，不作为评审的有效材料。

以下为申报材料清单：

①申报表格；

②证件、证书、证明材料：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毕业证复印件、学位证复印件（要求学士及以上学位者提

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复印件或大使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复印件（要

求国、境外大学毕业证书持有者提供）、职称证书（要求



对照学历资历条件提供）、《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证书》（要求申报中级及以上职称评审者提供》、《参

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要求按政策规定同时购买“五

险”）；

③论文及继续教育材料（要求申报中级以上职称评审

者提供）；

④业绩证明材料；

⑤工作总结

七、评审、考核认定程序

职称评审、实行个人申请部门审核推荐，院长办公会审

议推荐，评委会评审认定的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申请人提交《职称评审申请表》，经所在部门、院务

部/企业发展部审批后，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由院长办公

会审议决定推荐名单。推荐名单内的员工可进入网络初审环

节。

（二）网络初审

1.经院长办公会同意推荐的员工整理申报材料，在东莞

市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系统（http://59.37.20.103/jsrc/log

in2/jsp）注册账号进行网络申报。

2.申报人所在单位（孵化企业）在东莞市专业技术人才

服务系统注册账号并初审员工的职称材料。

3.电研院职称工作小组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是否符

合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等申报条件进行审核。根据审核结果，



进行网络材料审核。

（三）院评审委员会评审、答辩或考核认定工作小组认

定

1.评委会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方能举行，评委会

委员仔细审核材料，在充分讨论和评议的基础上，采取无记

名投票方式表决，经出席会议委员超二分之一通过，其结果

方为有效。

评审结束后，工作小组应对评审会议情况出具书面意见，

同时在每个参评对象的《职称评审表》、《职称申报人基本

情况及评审登记表》中，填写具体评审意见及投票结果

2.考核认定工作小组，应详细审阅考评资料，掌握考评

的全面情况，同时应对参评对象的技术水平和业绩、所取得

的资质证书、成果（含论文、著作）等情况进行评议，在提

出具体审查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参评对象的能力、水平、成

绩、贡献和考核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综合评价。

在充分酝酿，反复比较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进行一次性表决。经参会小组成员超过二分之一以上赞成，

参评对象的专业技术资格方获通过。

考核认定工作小组应对评审会议情况出具书面意见，同

时在在每个参评对象的《专业技术职称考核认定表》中填写

具体评审意见及投票结果。

八、审核要求

（一）单位审核

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正式



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并做好评前公示工作。对不符合申报条

件的材料，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

（二）主管部门、职称申报点审核

主管部门、职称申报点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明确审

核责任人，落实审核责任。建立诚信档案制度，对提供虚假

材料的个人、单位列入失信档案，作为今后申报、评审的重

要参考依据。

（三）评委会受理审核

评委会认真做好受理审核，不对申报材料清单做额外要

求；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

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

并请报送单位书面告知申报人。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

受理：（1）不符合评审条件；（2）不符合填写规范；（3）

不按规定时间、程序报送；（4）未经或未按规定进行公示；

（5）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

九、有关政策

1.专业技术人才申报两个系列职称或转系列评审，按粤

人发[2007]197 号文及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属转系列评审晋

升的，应按规定先取得现岗位同级别职称。转换岗位的专业

技术人才在现岗位工作满 1 年以上，可申报现岗位同级别对

应职称。

2.电研院中初级职称评审（初次考核认定）评审收费按

《关于转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费标准的复函>的通知 》（粤人发[2007]35 号）规定收取。



中级评审费每人 450 元，初级评审费每人 280 元。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相关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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