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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豫人社办函〔２０２０〕１５５号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河南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

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管委会、省直管县 （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省直及中央驻豫有关单位，省属高等院校：

根据国家和我省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精神，现就做好 ２０２０年

度全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有关政策规定

（一）贯彻落实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的政策规定

根据国发明电 〔２０２０〕１０号文件规定，一线医务人员是指

疫情防控期间按照政府统一部署、卫生健康部门调派或医疗卫生

机构要求，直接参与新冠肺炎防疫和救治一线工作，且与确诊或

疑似病例直接接触的接诊、筛查、检查、检测、转运、治疗、护

理、流行病学调查、医学观察，以及直接进行病例标本采集、病

原检测、病理检查、病理解剖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一线医

务人员名单可登陆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务人员管理服

务信息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２２２１４３２４１１６：８０８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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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 〔２０２０〕２３

号）规定，参加疫情防控的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时，

用人单位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优先推荐申报，优先评

审。职称评审同等条件下向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倾斜。将

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疫情防控的工作成果和贡献列入年度职称

评价指标，作为加分项。破除 “唯论文”倾向，疫情防控一线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对论文不作硬性要求，疫情防控中

的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成

果、流行病学报告、病理报告、药物疫苗研发情况、试剂检测设

备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工作总结、心理治疗和疏导案例等均可作

为成果申报参评。

根据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关于

进一步做好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 （豫疫情防

指 〔２０２０〕１４号）规定，对参加疫情防治的一线医务人员在职

称评聘中优先申报、优先参评、优先聘任；免除卫生支农任务，

继续教育学分不作要求，其防治工作成效、工作总结报告等可作

为晋升职称时的重要业绩成果；初级职称人员可提前一年晋升中

级职称；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申报高一级职称免于一次业务考

试；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可不受年限限制直接申报高一级

职称评审。取得中级职称后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含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满 １０年的一线医护人员，可免高级职称

业务考试，直接考核认定为副高级职称，取得的副高级职称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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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聘用。援鄂医疗队

员以及在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隔离病区 （病房）中直接

接触确诊病人、疑似病人的医务人员，中级及以上人员可提前 １

年申报高级职称，其中，护理人员可以突破医疗机构级别限制参

加高级职称评聘。

（二）突出卫生医疗技术人员临床实践能力评价

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 “开展以能力为导向的考试

评价改革，推进突出临床实践的职称评定”的要求，评审工作要

突出临床实践能力的评价。

（三）分级评审，定向评价，定向使用

按照全省和基层分级评审卫生系列高级职称。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人员可选择申报全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或基层卫生高级职称

评审，但不能同时申报。实行 “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取得基

层卫生高级职称仅限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聘任；离开基层单位，

可在流入单位转评，转评通过的，任职年限累计计算。

民营医院、企业医院等非公单位级别按照医疗机构许可证发

证机关界定，县 （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的医疗机构

可申报基层卫生高级职称评审。

（四）完善农村医生副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办法

取得中级职称后在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满 １０年的疫

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以及农村全科医生的考核认定副高级职称工

作，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全科医生副高级职称考核认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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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豫人社办 〔２０１９〕８９号）规定进行。

（五）调整申报副高级职称任职年限

根据国家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意见要求，硕士研究生毕业并取

得硕士学历、学位的人员申报副高级职称，在中级职称岗位任职

由４年以上调整为５年以上，其他学历的任职年限要求不变。

（六）转换职称系列申报评审

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岗位变动，应在现专业技术岗位工作１年

以上，经单位考核合格，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并取得现岗位工

作业绩，可申报同级转评，取得与现岗位一致的职称。转岗后申

报评审高一级职称，转岗前后同级职称的任职年限可连续计算，

业绩成果也予认可，但业绩成果应与现从事专业一致或相近，且

应取得转岗后新的业绩成果。转评卫生系列高级职称的人员须取

得相应的卫生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七）完善职称申报推荐承诺制

职称申报推荐工作和申报人所有个人信息、申报评审材

料由用人单位和申报人做出相应诚信承诺。申报条件中要求

提供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聘任证书、执业资

格证书、进修情况、支农情况等材料，不再提交纸质材料，

由申报人通过平台上传。用人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实行

“谁审核，谁签名；谁签名，谁负责”。省辖市、济源示范

区、省直管县 （市）和省直主管部门负责资格审查，职称评

审委员会承办部门负责申报资格的复核工作。对违反诚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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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制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取消申报人申报资格、撤销

已取得的职称，同时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追究责任，

并记入职称评审诚信建设档案库。

中央驻豫单位人员、在河南省注册的省外分支机构人员申

报，按照属地原则，由所在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负责资格审查。

依据职称评聘 “绿色通道”条件申报、年限破格申报、委托评

审、考核认定、业务考试免试以及享受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职

称优惠政策申报等，由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 （市）

或省直主管部门初审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终审后，再进

行网上申报。

二、网上申报、评审问题

（一）网上申报

１单位帐号创建与审核。单位帐号实行 “谁创建谁管理”

原则。国有企事业单位按单位隶属关系分级创建，非公组织机构

按属地原则创建。省卫生健康委批准的民营医疗机构，联系省卫

生健康委申请创建单位帐号。

用人单位帐号创建后，需登陆帐号按要求完善有关信息并上

传审核材料。负责创建帐号的管理部门审核相关资料，相关信息

符合创建条件的，审核通过；如不符合，一次性告知不通过原

因。

２个人帐号创建。用人单位通过审核后，单位管理员登陆

管理平台，在 “人员管理→单位人员管理”中添加申报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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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申报人帐号。

３申报人登陆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快捷通

道栏 “职称评审”→职称管理服务平台→职称申报系统→申报

用户登录，用户名为本人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

位，修改密码后录入个人基本信息及相关业绩。个人须在申报截

止时间前提交评审材料，逾期将不能参加本年度职称评审。经省

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 （市）或省直主管部门审核后，

自行打印 《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表》，并按要求报送职

称评审委员会。

国家部委、中央企业或外省委托评审人员，可不通过职称工

作信息平台申报，实行线下申报，不发放我省职称证书。

（二）网上审核

１所有职称申报评审均通过职称工作信息平台网上审核，

评审委员会不得收取未经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主管部门审核的个人申报。

２各级审核部门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工作，逾期平

台将不能提交审核结果，影响申报人参加评审。请各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省直管县 （市）和省直有关单位统筹安排，确保在

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审核工作。

３审核过程中，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事项和材料，实行 “一

次告知”，避免多次审核。评审委员会承办部门要认真组织材料

接收与审核工作，确保各项材料符合评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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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评审材料有关要求

（一）下列材料不再提交纸质材料，通过平台上传至 “补充

资料”栏

１申报主任 （中）医师、副主任 （中）医师提交的聘任现

职以来到上级医疗机构 （或本专业重点专科）进修的证明材料。

２根据豫卫人 〔１９９８〕２６号、豫卫医 〔２００９〕２２号、豫卫

办 〔２０１１〕７１号文件规定，属于到农村定期工作选派对象、城

市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派驻人员，提交的 《河南省城市医师卫

生支农工作鉴定表》（样表见豫卫办 〔２０１１〕７１号文件附件）。

３企业医院、民办医疗机构等申报人员需在河南工作且满６

个月，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与用人单位签订的聘用合同或

劳动合同等有效证明。

４破格申报者提交个人业务自传和由工作单位出具的专题

报告 （应说明申报人符合哪些业绩条件）。

５按照 《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办法》（豫

人社办 〔２０１７〕１２１号），需提供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证书，并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学时。

（二）以下材料需提交纸质材料，同时通过平台填报上传

１申报人和用人单位签字、盖章的 《河南省卫生系列高级

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书》 （附件１）一式４份，分别由用人单

位、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直管县 （市）资格审核部门或省直

主管部门、省卫生健康委分别留存，另１份放至评审材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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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河南省 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简表》 （附件

２）一式５０份，统一用 Ａ４纸打印。

３申报农村医生副高级职称考核认定人员提交 《农村医生

副高级职称考核认定表》（附件３）一式３份。

４业务考试免试申报人员应提交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

直管县 （市）或省直主管部门审核的 《业务考试免试表》。疫情

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应提交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 （市）

或省直主管部门审核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享受职

称优惠政策申请表》（附件４）。

５科技进步奖、成果奖应提供个人获奖证书、表彰文件以

及获奖的主要业绩材料原件。

６发明专利应提供专利请求书、说明书和发明专利授权证

书。

７任现职期间反映本人工作业绩的论文原件。提交的论文

应在 《河南省卫生高级职称评审学术期刊参考目录》内 （目录

请登陆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查询），并提交加盖单

位人事部门公章的网上检索打印页。被 ＳＣＩ收录的论文需提供科

研部门或检索机构出具的检索证明 （内容包括期刊名称、刊号、

发表时间、发表当年影响因子或分区等信息）。以上材料为非中

文类语言的，需同时提供中文版。论文通过平台上传时，只需扫

描上传杂志封面、目录、文章及检索页。

８病历和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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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病历要求。设病床的临床科室的医师，须提供任现职

近５年主治的能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的病历号，由单位随机抽

取５份病历号，每年至少抽取１份。申报人按病历号提交相应原

始病历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每份病历需加上封皮，封皮上注

明申报人姓名、单位以及病历编号 （① －⑤）。

病历须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 《关

于印发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 （试行）的通知》要求，一般包

含以下几个部分：病案首页、入院记录、病程记录、出院记录、

医嘱等内容。能体现申报者所在职级医生的职责，有申报者的查

房、分析、修改和签字等内容，能反映申报者业务水平和实际工

作能力。病历应为原始病历复印件，原始病历指归档病案的全部

资料。

（２）专题报告要求。不设病床的临床科室、非临床科室、

其他公共卫生单位专业技术人员，以及药、护、技专业技术人

员，提交本人在实际工作中解决本专业复杂疑难问题或运用新知

识、新技术、新成果开展业务工作的专题报告５篇，加盖单位公

章。（每年至少１篇，每篇２０００字以上）。

专题报告一般应包含以下几个部分：标题、立题背景与目的

意义、所用材料与方法或具体实施方案、结果、讨论、结论、参

考文献、佐证材料、落款。专题报告应书写规范、内容全面、符

合要求，佐证材料应真实可靠，包括发表的学术论文、申报的科

研成果、专利、获奖及操作或诊疗记录单、报告单等。其中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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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应提交影像诊断报告单；超声医学专业提交超声诊断报

告、图文报告；检验专业提供检验报告单、失控分析报告；麻醉

专业提交术前、术后随访单、麻醉记录单等；药学类专业提供药

学服务 （如临床药学专业提供药物用量监测和合理用药评估、用

药规范、药品 ＡＤＲ监测分析、院内外用药会诊或疑难病历讨论

等）有关材料；护理专业提供查房记录、疑难病历讨论等材料；

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和各类公共卫生等专业提交的专题报告必须

反映申报者本人的工作或贡献，不得为单位或科室的项目或工作

总结。以上附件要求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３）因单位没有设立申报人员所从事专业的专科病房，或

因长期在门诊工作而无法提供病历的申报人员，须提交专题报

告。在任职期间内因工作原因有部分时间不管理病房无法提供病

历的，从近５年可提供病历年份中随机抽取５份病历，不再额外

提供专题报告。符合条件的援外、援疆申报人员可以用近５年的

临床工作总结或专题报告代替病历。以上情况须由单位出具情况

说明并加盖公章。

９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提交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一线医务人员业绩表》（附件５）。表格需附佐证材料，包括疫

情防控中的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成果、流行病学报告、病理报告、药物疫苗研发情况、试剂

检测设备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工作总结、心理治疗和疏导案例等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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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材料需提交纸质材料，不需通过平台上传

１通过职称申报系统打印的 《河南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

审表》一式２份。

２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直管县 （市）或省直主管部门提

供 《河南省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资格审查汇总表》一式

３份 （格式见附件６，可从职称管理系统导出后编辑），按照全省

西医正高、全省西医副高、全省中医正高、全省中医副高、基层

正高、基层副高分别打印，按照专业排序。考核认定副高级职称

人员单独汇总。

（四）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另需提交的材料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直管县 （市）和省直单位登陆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务人员管理服务信息系统》 （网址

ｈｔｔｐ：／／２２２１４３２４１１６：８０８９／），点击医务人员建档立卡 －人员

基本信息 －添加政策 －完善职称信息，上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享受职称优惠政策申请表》扫描件，获得省部级及

以上表彰的，还需上传表彰文件扫描件。

四、其他有关问题

（一）委托我省评审的人员 （包括自主评审高校校编人员），

须提交中央部委人事部门、外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职称）部

门、高校等出具的委托评审函，经同意后可参加我省高级职称评

审。

（二）申报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量应符合 《河南省卫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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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专业技术职务业务工作能力及工作量要求》，申报评审副主任

医师，担任主治医师期间平均每年参加临床 （技术）工作不少

于４０周；申报评审主任医师，担任副主任医师期间平均每年参

加临床 （技术）工作不少于 ３５周等。用人单位要严格审核参评

人员工作量，工作量达不到要求的不得推荐参评。

（三）申报人员提交的科研成果、奖励证书、专利证书、论

文、病历、专题报告、进修证明等参评业绩材料和证件，取得时

间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９月 ３０日。杂志的清样稿、论文录用通知、录

用证明等不作为评审依据。

（四）论文须经评审委员会专家鉴定。申报正高级职称鉴定

２篇，申报副高级职称鉴定１篇，所要鉴定的论文由申报人自定。

乡镇 （街道）、社区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申报基层副高职称评

审、考核认定副高级职称人员无需论文鉴定。

（五）高级评审费标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取消

停止征收和调整有关收费项目的通知》（豫政 〔２００８〕５２号）文

件规定执行 （２６０元／人）；论文鉴定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我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等问题的通

知》（豫价费字 〔１９９７〕１８０号）文件规定执行 （６０元／篇）。

（六）郑州市、焦作市、开封市、洛阳市、濮阳市和三门峡

市负责所辖区域内 （包括省直管县、市）卫生系列副高级 （含

全省和基层）职称评审，评审工作安排由相关省辖市自行制定。

（七）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 （市）和省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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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按照 《河南省 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资格审查及评

审材料报送安排》（见附件７）报送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１河南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书

２河南省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简表

３农村医生副高级职称考核认定表

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享受职称优惠政

策申请表

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业绩表

６河南省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资格审查汇总

表

７河南省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资格审查及评

审材料报送安排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９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人才评价开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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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卫生系列高级职称申报推荐诚信承诺书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报级别 申报职称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评审类型（在对应□打√） 正常 □ 破格 □ 转评 □

申报类型（在对应□打√） 全省高级评审 □ 基层高级评审 □

业务考试情况（在

对应□打√）

合格□ 考试年度：2018□ 2019□ 2020□
免试□ 免试原因：援疆□ 援外□ 疫情防控一线人员□

是否人事代理人员： 是 □ 否 □

如是，请填写人事档案存放机构及存档编号：

是否学校编制人员：是□ 否□

学历、学位情况（参评使用的学历和学位）

学历

层次

毕业

院校

毕业证

书编号

毕业

专业

起止

年月

学习

形式

学位

层次

授予

院校

学位证

书编号

学位

专业

起止

年月

学习

形式

学

习

经

历

学

历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起止

时间

学习

形式

学

历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起止

时间

学习

形式

学

历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起止

时间

学习

形式

学

历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起止

时间

学习

形式

学

历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起止

时间

学习

形式



— 15 —

职称证书及聘任情况

现有职称名称 专业

证书编号 取得时间 聘任时间

取得方式（在

对应□打√）
初聘 □ 考试 □ 评审 □

评委会名称（评审获得者需填写）

现有卫生副高级职称类型

（在对应□打√）：
全省适用 □ 基层适用 □ 乡镇适用 □

取得该职称时所在单位

其他职称及

证书编号
专业

取得

时间

聘任

时间

医师资格、护士执业资格及执业证书情况

资格证

书编号

资格证取

得时间

医师资格

类别

执业证

书编号

主要执业

机构

医师执业

范围

近 5年执业医师、执业护士注册变更情况（变更时间、变更内容）：

所在医疗机构情况

级别（在对应□打√） 三级□ 二级□ 一级□ 其他□

医疗机构许可证颁发机关（非公单位填写）

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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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情况

进修起

止时间
进修单位 进修专业

支农情况

支农起

止时间
支农单位

继续教育情况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近 5 年年度考核情况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承诺：以上内容真实有效，申报推荐工作符合程序和要求。如有不实或隐瞒，愿承担

责任并接受处罚。

工作单位（盖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请用黑色签字笔填写或打印。要求字迹工整、清晰可辨。

2.由其他系列转评卫生系列者须在“其他职称”栏目填写卫生专业职称、专业、获得时间及聘任时

间；在本级别职称任期内转专业者须在“其他职称”栏目填写原职称专业、获得时间及聘任时间。

3.学习经历填写中专及以上学历，按时间顺序填写完整，学习形式填写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工作经

历须按时间顺序填写完整。

4.诚信承诺书一式四份，分别由用人单位、省辖市（直管县）资格审核部门、省卫生健康委分别留

存。另外一份放至评审材料袋。

5.诚信承诺书签字盖章后，需扫描上传至职称申报系统——补充资料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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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 2020 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简表

呈报单位（盖章）： 申报职务： 申报专业：

评审类型： 申报分类： 备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身份证号

省辖市（省
直部门）

工作
单位

第一
学历

毕业
时间

毕业
学校

毕业
专业

学习
形式

参评
学历

毕业
时间

毕业
学校

毕业
专业

学习
形式

现任
职称

专业
获得
时间

聘任
时间

本专
业代
表性
论文

题目（限独著或第一作者，6篇以内） 何时何期何刊物刊号发表 字数 分类

本专
业科
研成
果及
发明
专利

题目（项目）/专利名称 授予部门及奖励等级 授予时间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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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评审类型填写：正常、破格、转评、考核认定；

2.申报分类填写：全省、基层；

3.备注填写：援外、援疆、抗疫一线；

4.发表论文分类按推荐学术期刊目录填写：一类、二类、三类；

5.本表打印 50 份，不得手工填写，只限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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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村医生副高级职称考核认定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报专业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学

历

情

况

第一

学历

毕业

时间

毕业院校

及专业

最高

学历

毕业

时间

毕业院校

及专业

现有职称

名称及专业

职称证书

编号

取得方式

及时间

聘任

时间

医师资格

证书编号

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合

格证书编号及取得时间

医师执业资

格证书编号

主要执业

机构
执业范围

取得中级

职称以后

近 10 年

考核情况

年

度

结

果

工作

简历

取得中级

职称以来

奖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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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中级

职称以来

工作完成

情况及

主要业绩

单位推荐意见 主管单位意见 县（区）审核部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人社部门意见 考核认定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表一式 3 份，由省辖市人社部门、主管部门、用人单位分别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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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享受
职称优惠政策申请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参评学历 毕业学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现任职称 专业 获得时间 聘任时间

申报职称 申报专业

临时性工作补助发放情况 一档□ 二档□ 发放天数：（ ）天

享受政

策选择

（在享受政策□内打√，可以多选）

□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优先

推荐申报，优先评审。

□免于一次业务考试；

□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不受年限限

制直接申报；

援鄂医疗队及医疗救治定点医院隔离区中

直接接触确诊病人、疑似病人的医务人员，

还可享受：

□提前 1 年申报高级职称；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满 10 年免试

直接考核认定；

□护理人员突破医疗机构级别限制申报。

单位意

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签

主

主管

管单

位意

见

经办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省辖

市、省

直管县

（市）

人社部

门意见

经办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批

省人

社部

门意

见

经办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 2 份，签字盖章后报高评会，同时扫描上传至职称申报系统——补充资料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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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业绩表

姓名 工作单位

临时性工作补助发放情

况（在□内打√）
一档□ 二档□ 发放天数：（ ）天

抗疫工作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抗疫工作岗位

（在□内打√）

接诊□ 筛查□ 检查□ 检测□ 转运□ 治疗□

护理□ 流行病学调查□ 医学观察□ 标本采集□

病原检测□ 病理检查□ 病理解剖□

抗疫人员分类

（在□内打√）

□省卫生健康委派出的援鄂医疗队队员

□其他一线人员

直接接触的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数量
例

受表彰情况

抗疫工

作成果

和贡献

临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成果、流行病学报告、病

理报告、药物疫苗研发情况、试剂检测设备产品研发应用情况、工作总结、心理治

疗和疏导案例等佐证材料请附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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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工

作成果

和贡献

工作业

绩鉴定

科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签字盖章后放在评审材料袋内，同时需扫描上传至职称申报系统——补充资料一栏。



附件6
河南省2020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资格审查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申报资格 申报专业 评审类型 考试年度 免试原因 备注

说明：1.全省西医正高、全省西医副高、全省中医正高、全省中医副高、基层正高、基层副高分别打印。2.考试合格年度填
写2018、2019或2020。3.免试原因填写援疆、援外、一线。4.此表用A3纸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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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河南省２０２０年度卫生系列高级职称

资格审查及评审材料报送安排

一、资格审查及材料报送时间

１０月１９日　省疾控中心　省胸科医院　省医专附院　省直一、

二门诊　省职防院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省中医

药研究院　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大学一附院　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　鹤煤集团　义煤集团

１０月２０日　省肿瘤医院　新乡医学院一、二、三附属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省中医药大学一

附院　焦煤集团　郑煤集团　平煤集团　其他

省直单位

１０月２１日　省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二、三、五附属医院　省

中医院　省直三院　省职工医院　其他省直单位

１０月２２日　郑州大学一附院　省中医药大学三附院

１０月２３日　郑州市 （正高）　焦作市 （正高）　洛阳市

（正高）　巩义市 （正高）　三门峡市 （正

高）　兰考县 （正高）　固始县

１０月 ２６日　鹤壁市　济源市　濮阳市 （正高）　开封市

（正高）　新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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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７日　漯河市　永城市　鹿邑县

１０月２８日　平顶山市　汝州市　

１０月２９日　新乡市　长垣县

１０月３０日　安阳市　滑县

１１月２日　 商丘市

１１月３日　 驻马店市

１１月４日　 南阳市

１１月５日　 信阳市

１１月６日　 许昌市　邓州市

１１月９日　 周口市

１１月１０－１２日　补充材料

二、资格审查及材料报送地点

紫荆山宾馆２号楼四楼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与政四街交叉

口向西２０米）

联系人：程媛　联系电话：０３７１—８５９６１１２０、８１６７６４２７（接

收材料期间）

三、有关要求

１按照全省西医正高、全省西医副高、全省中医正高、全

省中医副高、基层正高、基层副高分别打印汇总表，按照专业排

序。考核认定副高级职称人员单独汇总。

２按照专业组划分表办理材料交接手续。

３为保证材料报送按时进行，请提前进行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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