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社函〔2018〕19号 签发人：吴定海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关于协助推荐深圳

市社会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函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组建调整市属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的通知》（深人社发〔2018〕88 号），

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由深圳

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承接组建，从 2018 年 10 月起受理全市社

会科学研究系列九类学科专业副高级和中、初级职称评审。

为尽快开展职称评审工作，根据《广东省高、中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库管理暂行办法》（粤人发〔2003〕

101 号）有关规定，特请市各有关单位协助推荐深圳市社会

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简称“高评委

委员”），以组建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库。各单位推荐高评委委员的名额不限，具体专业范围、

条件及推荐方式如下：

一、高评委委员的专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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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推荐的高评委委员专业范围可包括如下九类学

科专业：1.经济学；2.管理学；3.文学；4.历史学；5.哲学；

6.法学（含法学、政治学等）；7.社会学（含社会学、人口

学、人类学、民族学等）；8.教育学（含教育学、心理学等）；

9 新闻学（含新闻学、传播学、信息学、情报学、艺术学等）。

符合以上专业范围的均可推荐。

二、高评委委员的条件

（一）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科学品德和职

业道德。

（二）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愿意以独立身份参加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工作，能认真履行职责，遵守评审工作纪律，

并接受职称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三）能正确掌握和执行国家及我省、我市有关职称改

革工作的政策。

（四）现在职在岗，取得社会科学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含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等学校教师系列相应专

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含教授、副教授），或其他系列相应

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含正高、副高）3 年以上，从事相

应专业技术工作 6 年以上，有较深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五）没有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三、高评委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评审委员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活动中享有以下权



利：

1、对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制度及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2、对申报者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权、表决权。

3、按规定获得相应的评审劳务报酬。

4、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评审委员在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活动中承担以下义

务：

1、准时参加评审会议，并按评审程序进行评审工作，

自觉接受监督。

2、不向外泄露评委会委员和专业组成员姓名、地址、

联系电话，不对外接受有关评审情况的查询。

3、没有向本单位负责人汇报评审情况的义务。

4、评委委员、专业组成员，无论担任了何种行政领导

职务，都是评委会的普通一员，评审中不得有行政干预的言

行。

5、坚持客观、公正、准确的评审原则，认真履行职责，

不得徇私、放宽标准条件以及出现其他有碍公正评审的行

为。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高评委委员推荐方式

（一）各推荐单位填写《深圳市评委会评委库入库人员

推荐表》《评委入库电子信息表》，其中《推荐表》纸质版盖



章后连同被推荐人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业绩证明材料复

印件（需验原件）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前报送深圳市社会

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日常工作部门深圳市社

会科学联合会（联系人：朱全才，联系电话：88136118，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 1023 号市府二办附楼），同时将

《评委入库电子信息表》（要求为 EXCEL 格式）电子版打包

发送至邮箱：zhuquancai@szass.com。

（二）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日

常工作部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负责对推荐人选进行资格

审查并初步遴选，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同意后进

入评委库。批准入库的评委不进行公示。

特此函达，请各单位予以大力支持。

附件：1.《深圳市评委会评委库入库人员推荐表》

2. 评委入库电子信息表（示例）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2018 年 9 月 28 日



深圳市评委会评委库入库人员推荐表

单位：（章） 联系人： 电话：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 党 派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现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现资格取得方式

现资格取得时间 现从事专业工作

现任行政职务 何时何院校毕业

最高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参加过何专业技术团体任何职务

主

要

专

业

工

作

经

历

专业

技术

特长

或学

科方

向



主要

专业

技术

业绩

成就

情况

主要

论文

著作

情况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部门）：

年 月 日

评委

会工

作部

门遴

选意

见

（盖章）：

（此表请 A4 纸双面打印）



评委入库电子信息表（示例）

人员基

本信息

姓名 1 必填 李四

身份证号 2 必填 440303197001011000

性别 3 必填 男

党派 4 中共党员

出生年月 5 1965-1

工作单位 6 必填 深圳市 XX 有限公司

现行政职务 7 必填 人力资源部经理

现从事专业 8 必填 人力资源

联系方

式信息

手机 9 必填 13922223333

座机 10 82223333

电子邮箱 11 2222@qq.com

学历信

息

何院校毕业 12 必填 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毕业时间 13 必填 1998-7

所学专业 14 必填 经济

最高学历 15 必填 硕士

专业技

术资格

信息

所评专业 16 必填

现专业技术资格名称 17 必填 高级经济师

级别 18 必填 副高

取得时间 19 必填 2008-12

取得方式 20 评审

发证机关 21 深圳市人事局

证书编号 22
粤高职证字第

702004001013 号

所属评

委库信

息

评委会名称 23 必填
深圳市高级经济师评委

会

评委会中职务 24 必填 委员

所属学科专业组 25 人力资源

日常工作部门 26 人力资源局专技处

担任评委年度 27 2009、2010、2011

注：请提交此信息表电子版本（excel 格式），以及推荐表

纸质版（以及被推荐人的学历证书、资格证书、业绩证明材料复

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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