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人社字 匚⒛20〕 50号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开展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

为深化
“
放管服

”
改革,推动技能人员水平评价由政府认定

向社会化认定转变,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加

快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构建
“
标准化、专业化、实体化

”
评

价组织,根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

制度的意见》(人社部发 匚2019〕 90号 )和 《关于持续征集社会

培训评价组织的通告》(中 就培函 匚2020〕 “ 号)等文件精神,

决定在我省开展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以 下统称评价机构 )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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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机构征集范围和条件

评价机构征集范围为以人才培养服务为主要工作职责的社

会培训评价组织 (含企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技工院校、民

办职业培训机构等 ),应具备以下条件 :

(一 )在 山东省内依法登记,具有规范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制

度,社会信用良好,无违法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

(二 )在拟开展评价的职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所申

报职业 (工种 )方面有较丰富的考核评价经验,具有完善的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管理和质量管控制度,有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

案 ;

(三 )设有专门负责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内部机构,配

备与评价工作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具有满足评价工作的考评

人员、监考人员、督导人员和专家团队等;

(四 )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有标准化理论考场、配套考试

所需的网络和考试机,有与技能操作考核相适应的场地、设施设

各、仪表仪器等,有身份识别、信号屏蔽、音频视频监控等信 J息

管理设备 ;

(五 )能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 以人才评价为营+ll目 的;

(六 )企业申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须先取得技

能人才自主评价资质;行业协会申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

的,应有符合条件能够承担评价工作的单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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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点职业 (工种)范围

试点的职业 (工种 )为 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中技能类职业 (工种 ),以及后续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或各

案的技能类职业 (工种 )。 准入类职业资格不纳入评价范围。评价

职业 (工种 )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

展评价活动;没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可依据经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备案的评价规范开展评价活动。

试点期间,职业技能等级原则考评三级,分,ll是 :五级 /初

级工、四级 /中 级工、三级/高级工。根据评价机构的条件赋予

相应等级。

企业应在本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备案范围之内申报;行业

协会应在行业协会的主体业务范围内申报;高等院校、技工院校

应在本校的主体专业 (工种 )范 围内申报,开展的认定工作等级

不得超过学校的培养层次;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应在本培训机构开

展的主要培训职业 (工种 )范 围内申报。每个评价机构试点评价

职业 (工种 )不得超过 3个。

三、申报材料和流程

(一 )申报材料

1.《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基本情况表》(见附件 ⊥);

2。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方案》(见附

件 2);

3。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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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在岗在职记录,考评员、督导员有效

资质证明;

5.满足评价要求的场地、设施、设备等有效证明;

6。 信用报告或诚信承诺。

(二 )申报流程

⊥。省属企业、行业协会、院校可在省级申报,也可在单位所

在设区的市申报;

2.市属企业、行业协会、院校在设区的市申报;

3.民 办职业培训机构在设区的市申报。

有意愿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评价机构,向省、市职业技

能鉴定 (指导)中心提出申请,通过全省职业技能等级评价信″憝

管理系统完戚线上材料提交。

4。 省、市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 心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材

料核验、专家论证、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技术评估,遴选确定评

价机构及其评价职业 (工种 )范 围,并将评估结呆进行公示,向

遴选确定的评价机构赋予机构代码,并出具回执。各市需将评价

机构名单、机构代码和工作方案等报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向社会公布评价机构及职业 (工种 )

目录等信丿息。

各市应择优遴选 2-8家机构进行试点,经丿总结评估后逐步推

开。遴选确定的评价机构先行在申报地范围开展评价工作。需要

面向全省跨区域进行认定工作的,由 申报地择优推荐,经省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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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市后开展评价工作。

四、评价的组织实施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按照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工作规则》(另 行下发 )组织实施,基本流程如下:

(一 )制定考核计划。评价机构应制定认定考核计划,内容

包括评价流程、评价职业 (工种 )、 时间场次安排、考生名册、监

考员、考评员、督导员信亻息等。制定的考核计划须提前 5个工作

日报省、市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 )中 心。

(二 )考务组织。评价机构应根据考核计划,按照命题技术

规程和技能等级标准,落实场地、设施设各、原材料、试题试卷

和考务人员等,确保考务组织实施过程严格管理,规范有序。职

业技能鉴定 (指导 )中 心对评价组织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三 )结呆公示。评价机构对认定结呆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

日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评价机构将结呆信 J息 上传到全省职业

技能等级评价信 J息管理系统,经市、省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 )中
心审核后由评价机构颁发证书。

(四 )证书信 u恝 。评价机构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
一的编码规则和证书参考样式,制定并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
电子证书。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 "息 纳入全省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信″息查询系统,免费向社会提供证书信″息查询服务。

五、时间安排

(一 )2o2o年 5月 30日 前,符合条件的省属企业、 协业
 
~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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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院校向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提交材料。6月 15日 前,完

成遴选确定工作。

(二 )2020年 6月 15日 前,各市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 )中

心完成本市首批评价机构的征集遴L选工作。

(三 )首批征集遴选工作结束后,结合实际,持续开展遴选

确定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宏观

管理和统筹指导。对经评价认定、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人员,纳入技能人才统计范围,落实相关政策。引导支持评价机

构积极主动为
“
技能兴鲁

”“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
以及就业重点群

体等提供评价服务。

(二 )各级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 )中 心做好技术支持服务和

质量监管工作。要成立专家评估组织,做好评价机构遴选确定工

作。要推行
“
双随机、一公开

”“
互联网+监管

”
等方式,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要加强对评价机构的业务指导,加大数据资源开放

共享力度,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三 )评价机构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要在规定

的职业 (工种 )范围内,独立开展评价活动,评价规模要与评价

能力相适应。要制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务管理、质量管理t证

书管理和收费标准等管理办法,并 向社会公示公开。要规范工作

程序,加强考务管理,并建立问题回溯和责任追究机制,提高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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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质量。要按照
“
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

”
原则承担主体责任 ,

主动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监管。

试点期间遇到问题,请及时与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联系,

联系电话:053⊥ -86013⊥ 78。

附件:1。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基本情况表

2。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方案(模板 )

山东省

2

障厅

(此件主动公开 )

∶
Π
0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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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基本情况表

一、基本信息

中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

地 址

统
—

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登记机构 机构性质

企  业□

行业协会□

高等院校□

技工院校□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金

联系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职业 (工种 )及评价规范情况

序号 职业 (工 职业编码
有无职业标准

或评价规范
评价经历时

已评价人数
(人 )

评价等级范

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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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优势、专业优势等情况

四、场地设各等情况

五、专职人员和考评人员等情况

/`、 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 。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自 愿退出申报。2。 自愿把社会效益放在苜位,不以

人才评价为营利目的。3。 自愿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监管和公众监督。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单位名称 (公章 ):

注: ⊥。本表可根据情况增页和附加证明材料。2。 笫三项中可包括培训考核评价经验,曾 经参与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行业评价规范、教材、职业技能竞赛标准的编制情况等。3。 第四项应另附权属

证明材料。4。 第五项中应提供社保材料或劳务合同或合作协议或颁发的聘书等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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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工作方案
(模板 〉

一、总体规划、工作计划

二、组织机构及职责

三、开展评价的职业 (工种 )、 等级、申报条件、依据的标

准及题库资源

四、评价流程及考核工作规则

五、评价内容及方式

六、开展评价工作的各项保障

七、其他

(各评价机构可根据自身情况增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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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5月 h日 印发

校核人:张延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