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人社发〔2016〕27 号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杨凌示范区人事劳动局，西咸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韩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级有关部门，中央驻陕有关单位，省级

继续教育基地： 

  现将《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印发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6 年 7 月 13 日 

  

 

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以下简称继续教育）工

作，根据国家《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部长令第 25 号）和《陕西省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是规范继续教育证书管理，促进专业技

术人员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措施。本办法适用于全

省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继续教育内容分为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 

  第四条  公需科目是指全体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政策法规、基本理论、

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创新能力培养、现代科技知识、职业道德

教育、团队协作、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内容。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由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统一确定，集中或分级组织实施。 

  第五条  专业科目是指本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行业专业新理论、技

术、信息，以及行业内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主要包括学习新理

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学科前沿发展动态，研究科

研、生产、管理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等。专业科目由各部门、各行业根据行业专

业发展需要统一确定，集中或分级组织实施。 

  第六条  参加和接受继续教育是每个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专业技术

人员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学习时间累计不少于 80 小时，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56

小时，公需科目不少于 24 小时。在继续教育年度内，学习时间可以集中使用，

也可以分散使用。现已实行学分制的行业部门，学分与小时的转换由各行业主

管部门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办法。 

第二章  证书发放 

  第七条  《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统一印制管理。 

  第八条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级各部门按照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

行办法要求和《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号编码规则》（见附

件），负责本辖区、本部门继续教育证书的申领、编号、签发、备案、审验和



发放管理工作。 

  第九条  继续教育证书由专业技术人员本人或单位集中保管。证书丢失、损

毁以及登记填满后，应按发证渠道及时申请补发或更换继续教育证书。 

第三章  证书登记 

  第十条  继续教育实行证书登记制度。证书登记的内容，主要包括专业技术

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小时、内容、形式、起止时间、考核结果、施教机构等。 

  第十一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活动取得的各种有效证件，是继续教

育证书登记、审验和复验的依据。参加由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上

级业务主管部门备案认可的下列继续教育形式之一的，凭相关有效证明，在继

续教育证书上登记： 

  1、参加继续教育基地和单位主管部门举办的进修班、研修班、培训班； 

  2、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实习进修； 

  3、参加相应的学历教育或攻读学位； 

  4、参加国内外学术讲座、学术会议； 

  5、出国进修； 

  6、在科研、技术推广或教学等活动中取得的技术成果等； 

  7、正式发表出版的与本业务相关的专著、译著、论文、译文等作品； 

  8、参加本单位及上级部门正式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 

  9、参加经单位主管部门批准的与业务工作有关的有计划、有考核的各种自

学活动； 

  10、参加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的其他继续教育形式等。 



  第十二条  继续教育小时可参照以下办法认证： 

  1、参加各级继续教育基地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班学习，小时数由基地同级

管理部门按其批准小时数认证。 

  2、参加培训、研修活动。 

  参加国家部委及国（境）外举办的培训、研修活动，小时数由选派单位的

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认证；参加省市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主办或委托

举办的培训、研修活动，小时数由主办单位认证。 

  3、参加学历、学位教育或课程进修，凡考试考核合格者，每门课认证 15

小时。 

  4、参加学术会议。 

  参加国家部委举办的学术会议：认证 12 个小时。报告论文者，2000 字以

内，另加 6 个小时；2000 字以上，另加 8 个小时；参加省级学术会议：认证 8

个小时。报告论文者，2000 字以内，另加 4个小时；2000 字以上，另加 6个小

时。参加者的继续教育小时数由单位人事部门认证。 

  5、课题研究与项目开发。 

  国家级课题（项目）：主课题（项目）组人员前 5名每年分别认证 64 小

时、56 小时、48 小时、40 小时、32 小时；子课题（项目）组人员前 3 名，每

年分别认证 48 小时、40 小时、32 小时。 

  省级课题（项目）：主课题（项目）组人员前 3名，每年分别认证 56 小

时、48 小时、40 小时；子课题（项目）组人员前 3 名，每年分别认证 40 小

时、32 小时、24 小时。 

  市级课题（项目）：主课题（项目）组人员前 3名，每年分别认证 40 小



时、32 小时、24 小时；子课题（项目）组人员前 3 名，每年分别认证 32 小

时、24 小时、16 小时。 

  参加课题研究者的继续教育小时数由单位人事部门认证。 

  6、出版著作（译作）或发表论文。 

  出版著作（译作）或在公开出版刊物（增刊、副刊除外）上发表论文的，

署名前 3名的作者按以下标准计算小时：出版著作（译作）每万字计 12 小时；

国外及国家一级学会主办的专业刊物每篇计算 48 小时，省级专业刊物（核心期

刊）每篇计 40 小时；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的刊物

每篇计 24 小时。 

  出版著作或发表论文的继续教育小时数由单位人事部门认证。 

  7、获得中国专利局授予的发明专利的，署名前 3名的专利权人每项计 56

小时；获得中国专利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的，署名前 3名的

专利权人每项计 40 小时。 

  8、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的，署名前 3名的获奖者每项计 56 小时；获得

省、部级及以上科技进步奖的，署名前 3 名的获奖者每项计 48 小时。 

  9、为本专业继续教育活动提供教学的，可获得所授课时的 2 倍小时。 

  10、参加职称晋升计算机应用能力每个模块计 8小时；外语考试合格者，

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 40 小时。 

  11、通过全国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 48 小时；通过全

国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 40 小时；通过全国初级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一次性登记继续教育 32 小时；通过全国执业资格或职业水平考试一次

性登记继续教育 48 小时。 



  12、同一成果或内容，按最高级别计算、不重复计算。 

  13、参加援藏、援外及到基层、贫困地区参加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

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按每年 80 小时的标准认证本人继续教育时间。 

  14、其他类别的继续教育小时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行业）部

门参照上述标准确认。 

  第十三条  每年 80 小时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原则上按年度完成。有下列情况

之一的，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可顺延至下一年度一并完成： 

  1、年度内在境外工作超过 6个月的； 

  2、年度内因病假超过 6 个月的； 

  3、生育； 

  4、经上级部门批准的其他情况。 

  第十四条  专业技术人员个人在办理登记手续时，应提交本年度参加继续教

育的各种有效证明，包括毕业证书、培训证书、结业证书、成绩证明、成果鉴

定证明书、著作论文等原件。 

  第十五条  继续教育证书的登记工作由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经

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认证委托的继续教育基地

负责。 

第四章  证书审验 

  第十六条  按规定完成继续教育学习任务并考核（考试）合格者，由证书审

验部门在证书上审验盖章有效。 

  证书审验工作实行分级管理： 



  各市、县、区、省级各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的《证书》由本人单位人事部门

负责审验；流动专业技术人员的《证书》由档案托管机构审验。 

第五章  证书复验 

  第十七条  拟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在上报评审材料时，将继续教

育证书及各年度参加继续教育有效证明交由本单位人事部门审核后，在职称评

审材料上报时按照职称申报渠道同时上报，证书复验由各级人社部门授权的评

审委员会复验。以考代评人员的证书复验工作与第四章《证书审验》工作一并

进行。证书复验结果（合格）作为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 

第六章  验证内容 

  第十八条  验证内容： 

  1、是否按规定的项目如实填写、有无签章。 

  2、是否达到规定小时、成绩是否合格。 

  3、有关证明材料是否齐全、真实等。 

第七章  证书使用 

  第十九条  继续教育证书是系统记录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情况的有效

凭证，是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的重要内容，是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必备条件。 

  第二十条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全省通用有效。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证书》的发放、登记、审验必须客观真实，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伪造、翻印、涂改，不得以发证、登记、审验等名义乱收费。 

  第二十二条  中央驻陕有关单位参照本办法执行。各市、各部门可依据本办

法，结合各自的实际，制定《证书》登记管理实施细则，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6 月 27 日起实施。省人社厅 2013 年 10

月 14 日颁布的《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陕人社发

〔2013〕61 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