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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认真做好 ⒛” 年度齐鲁首席技师
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
各市党委组织部 、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省 直各有关部门、
各行业协会 、各省属企业

:

为贯彻落实 《山东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⒛ 10-2020
年 ,,9(鲁 发 匚zO10〕 11号 )和 《山东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
期规划 (⒛ 12-2020年 l,9(鲁 人社发 匚⒛12〕 21号 ),大 力实施人
才 强省战略 ,加 快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根 据 《齐鲁首席技师选
拔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和要求,结 合全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统
筹安排 ,现 就做好 2019年 度齐鲁首席技师推荐选拔工作通知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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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一、推荐申报名额
(一 )结 合

2018年 度高技能人才新增数量情况 ,各 市 (指

设 区的市,下 同 )按 最多不超过以下名额推荐 :济 南、青岛、淄
博 、烟 台、潍坊 、济宁、泰安 、临沂各 12名 ;东 营、威海 、日照、
德州 、滨州各 11名 ;枣 庄 、聊城 、菏泽各 10名 。省财政直接管
理县 、经济欠发达县 (市 、区 )(名 单见附件 1),如 有符合推荐
条件的,每 县可额外推荐 1名 。
(二 )省 直有关部门、行 业协会 、省属企业及 中央驻鲁有关

单位 ,每 单位最多各推荐 6名 。
(三

)各 市、各有关单位在人选推荐过程 中,要 本着优中选

优的原则 ,如 无符合条件或条件不过硬的,可 不全额推荐 。
二、推荐选拔范围及条件
齐鲁首席技师选拔 范围:全 省各级各类所有制经济、社会组
织中,获 得市级、省属行业、省属企业或 中央驻鲁单位首席技师
称号,具 有技师 以上职业资格并在生产 一线 岗位直接从事技术技
能工作的高技能人才 (包 括正式职工、劳务派遣职工和单位柔性
引进的服务期 5年 以上 的高技能领军人才 瞄准我省新 旧动能转
)。

换 、 乡村振兴和经略海洋重大战略 ,重 点从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
业、高科技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
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行业 (领 域 )选 拔 。
具体推荐条件按照 《齐鲁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鲁 政办
字 匚2015〕 233号 )有 关规定执行 。推荐人选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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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同 等条件下优先从 45周 岁以下的高技 能人才中选拔 。
已获得齐鲁首席技师 (山 东省首席技师 )称 号,近 四年内没
有新的重大成果和突出贡献的,一 般不再推荐 。
三、推荐选拔程序及方式
齐鲁首席技师选拔采取 自下而上 、逐级推荐 、专家评审、组
织审定的方式进行 。各市、省直有关部门、省行 业协会 、省属企
业及中央驻鲁有关单位负责推荐本地 区、本行业系统、本单位候
选人。不受理个人 申请 。
(一

)各 市、省直有关部门、省行业协会 、省属企业及 中央

驻鲁有关单位受理 申报后 ,应 赴 申报单位实地核验申报材料 ,并
组织专家进行初步评审,经 公 示无异议和本级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后 ,形 成推荐人选 ,报 省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省直有关部
门、行业协会 、省属企业及 中央驻鲁有关单位的推荐人选 ,应 在
主管部 门、所在单位及 门户网站公示 5个 工作 日并经领导班子集
体研究审定后上报。
(二 )齐 鲁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由 职业能力建设处负责具体实施工作。
(三 )召 开齐鲁首席技师评审委员会 ,对 选拔管理工作办公

室提报的人选组织专家进行评审,研 究提 出齐鲁首席技师建议人
选名单。

)建 议人选名单应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网站、人选
推荐单位和所在单位同时公示 5个 工作 日。公 示期满后 ,组 织实
(四

地考察 ,并 对每名人选形成 500字 左右的考察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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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 示和考察均无异议的,提 交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通过后按程序报省政府办公厅发文
公布 ,并 颁发证书。
四、申报推荐材料
各市、各有关部门 (单 位 )请 于 ⒛19年 6月 14日 前 ,将 推
荐人选名单及 以下有关申报材料报齐鲁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工作办
公室 (以 下材料除第二项外,其 余只报送 PDF格 式电子件
)∶

(一 )推 荐报告 1份 (内 容包括推荐人选工作情况、 申报材

料核验情况 ,推 荐意见;涉 密人员要加以注 明;加 盖推荐部门公
章

)。

(二 )齐 鲁首席技师申报人员基本情况一览表》(报 wORD电

子版和纸质表一式 6份 ,用 A3纸 印制

)、

《齐鲁首席技师申报人员

基本情况 汇J总 表》(报 PDF扫 描版和 WORD电 子版

)。

(三 )《 齐鲁首席技师申报表》
;对 申报材料真实性负法律责

任的承诺书;申 报人员事迹材料 1000字 左右 (加 盖所在单位公
章 λ 申报人 员职业资格证书及 主要技术成果或论文、获奖证书等
材料 ,并 注 明 已审验 (原 件 由推荐部门负责审验 、其他能够证 明
申报人先进事迹 、突出贡献 、先进操作法的佐证材料 。
五、有关要求
(一

)认 真搞好宣传发动。齐鲁首席技师是全省高技能人才

的杰出代表 ,各 市、各部门 (单 位 )要 以推荐选拔为契机 ,充 分
利用各类新闻媒体 ,大 张旗鼓地宣传推荐选拔齐鲁首席技师工作
的重要意义 ,宣 传高技 能人才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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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突 出贡献 ,引 导和鼓励各类技 能人才争 当齐鲁首席技师。
(二 )要 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政策措施 ,抓 好各项待遇 落实。

要充分发挥齐鲁首席技师的引领带动作用 ,引 导和激励广 大劳动
者立足 岗位 、钻研技术 ,干 事创 业、争做贡献 ,为 高技能人才成
长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
(三 )严 格推荐选拔标准和条件 。要坚持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原则 ,严 格按照规定的条件 、程序和要求推荐选拔齐鲁首席
“
技师;要 侧重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重 点支持 5+5” 十大产 业
技能领军人才;要 充分考虑技术技 能型、知识技能型、复合技能
型等高技能人才的不同特点和行业分布 ,认 真遴选推荐;要 更加
看重获得的行 业企业创新工作法 (操 作法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
)、

专利或发明专利 以及企业 岗位练兵 、技术 比武的成绩;要 广泛听
取采纳同行专家、基层群众等各方面的意见,确 保选拔推荐工作
公开透明,公 平公正。

)精 心做好 申报推荐工作 。齐鲁首席技师申报推荐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各 市、各部门 (单 位 )要 高度重视 ,积 极做好
(四

动员,扎 实组织开展 ,指 定专门人员对申报材料严格 审核把关

,

并按规定时间和要求上报。报送的有关材料 电子版可 自行登录 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网站 (-。 sdhrss。 gov。 cn)下 载。各
工作人员可通过添加 二维码 (见 附件 2)加 入齐鲁首席技师推荐
选拔工作群 ,便 于工作部署和交流 。
联系人及方式:姜 燕 0531-86013604、 18615665196
电 子 邮 箱 : jyrstashandong。 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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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报送地 `点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济
南市解放东路 16号 东楼 1101室

)

(邮 寄材料请务必发邮政快递 EMS)

附件 :l。

山东省财政直接管理县 、经济欠发达县 (市 、区 )
名单

2.齐 鲁首席技师推荐选拔工作群 二维码

(联 系单位 :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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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 东 省财政 直接管理 县 、经济 欠发 达县 (市 、区

)名 单

淄博市:高 青县、沂源县
枣庄市:山 亭 区、峄城 区
潍坊市:安 丘市、临朐县
济宁市:泗 水县 、金 乡县 、鱼 台县 、汶上县 、梁 山县 、微
山县 、嘉祥县
泰安市:宁 阳县 、东平县
日照市:莒 县 、五莲县
临沂市:郯 城县 、平 邑县 、沂水县 、兰陵县 、蒙阴县 、临
沭县 、苍 山县 、莒南县 、费县 、沂南县
德州市:夏 津县、庆云县 、乐陵市、宁津县 、临邑县 、平
原县 、武城县 、陵县
聊城市:莘 县 、冠县 、临清市、阳谷县、高唐县 、东阿县
滨州市:惠 民县 、阳信县 、无棣县
菏泽市:曹 县 、鄄城县 、单县 、成武县 、 巨野县 、郓城县 、
东明县 、定陶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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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⒛ 19年齐鲁首席技师推荐选拔工作群二维码

抄送:中 央驻鲁有关单位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办公室
校核人 :姜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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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9年 4月 2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