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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⒛19年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
产业技能类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党委组织部和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委各部委、省政

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人才工作机构,省委管理的各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党委,各高等院校党委,有关中央驻鲁单位党组 (党委 )∶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推动高质量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工作部署以及 《关于做好人才支撑新旧动能转换工作

的意见》有关要求,根据 《关于实施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的意

见》和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产业技能类实施细则 (试行 l,9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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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现就做好⒛19年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产业技能类申报

工作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领域

落实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及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
“
十强”

产业专项规划,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各、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高端化工、现代高

效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能够引领技术革新的技能人才。本次暂不

接受服务业领域人选申报。

二、申报范围及推荐数量

1.山东省行政区划内的各类企业、职业院校、技工院校等

均可推荐人选申报。暂不受理个人申报。

2.国家
“
千人计划

’’cc万人计划
”
专家入选后,经费支持按照现

有规定执行,不重复享受省财政资金支持。已入选省级重点人才

工程 (清单见附件 ),尚在管理期内的不得申报,确需申报的,

须向省主管部门申请提前验收,验收合格后可以申报,入选后不

重复享受省财政资金支持。

3.每市最多推荐 2人,其中,每家企业单位最多申报 1人

(符合第四款条件人选不占企业单位申报名额 )。 省管企业、省

属高等院校、中央驻鲁有关单位每家最多推荐 2人。

4.原泰山学者企业领域人选期满评估优秀的申报本工程 ,

同等条件下将予以优先支持,不 占所在市推荐申报名额。根据《关

于进一步激励高层次人才挂任科技副职的若干措施》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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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副职挂职期间及期满 3年 内申报本工程,可通过挂职地有关

企业申报,不 占所在市推荐申报名额。

5.为进一步加大省外海外人才引进力度,各市推荐申报人

选中须有⒛18年 以来省外海外全职引进或拟全职引进人才,否则

本年度暂不受理该市申报。如申报人选均为省外海外全职引进或

拟全职引进人才,则该市、单位申报数量不受限制。

6.根据 《关于支持省级人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

有关要求,济南高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高新区、淄博高

新区、烟台高新区、潍坊高新区、济宁高新区、威海高新区、德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申报本工程可推荐 1人 ,不 占所在市推荐申报

名额。

7.根据 《关于支持菏泽市人才发展的若干政策》有关要求,

放宽菏泽市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申报条件,对菏泽市推荐申报

人选不做省外海外人才引进要求。

三、申报人选条件

(一 )引 进海外人才基本条件

1.在世界 ⒛0强企业或国际知名企业一线关键岗位工作 10

年以上,或在国外知名职业院校大学任教 5年以上,或在世界技

能大赛获得铜牌以上成绩,或为从事较发达国家行业技能操作标

准编制的主要人员。

2.能在淘汰落后生产工艺、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增强科研

成果转化能力、解决重大关键技术和瓶颈技术难题等方面发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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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务实的创新思维和攻关精神,具

有指导、培养高水平技能团队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的能力 ,

能够为申报单位培养出一大批技能骨干人才。

4.年龄一般不超过6周 岁 (年龄计算截止日期为⒛19年 6

月 30日 ),引进后须全职在申报单位工作。

5.对能力特别突出、申报单位急需紧缺的人才,可放宽
“
引

进海外人才基本条件
”

第一款条件要求破格申报。申报时须由所

在设区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推荐函。

(二 )国 内人才基本条件

1.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

2.职业技能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获得
“
中华技能大奖

”、

“全国技术能手
”
等国家级高技能人才称号,或者为享受国务院颁

发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或者为世界技能大赛前三名成绩

获得者及其指导专家。

3.技术创新、攻克技术难关能力强,掌握同行业公认的先

进操作法,具有绝招绝技、国家发明专利、重要技术革新成果 ,

参与编制国家级标准工艺、工作法,取得较好经济社会效益。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精神,在传技带徒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或具有良好的团队管理能力,能够为所在单位培养

出一大批技能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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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周 岁,优先支持 俏 周岁以下、具有

较大发展潜力的年轻优秀高技能人才 (年龄计算截止日期为⒛19

年 6月 3O日 )。

四、申报单位条件

申报单位须具有行业领域领先的技能技术创新成果,建立了

完善的高技能人才培养选拔激励制度,具备良好的技能技术创新

氛围。

五、申报程序

1.申 报工作依托省人才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网 址 :

唧 。rcsd。 cn)开展。申报人选须在平台注册,填报高层次人才库

信·惑并保存,进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产业技能类申报系统,

向申报单位提交申报申请;申报单位须在平台注册后,进入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产业技能类申报系统,审核申报人选信 J息 ,提

交申报书。具体申报操作指南可从省人才公共服务信·急平台下载。

2.申 报书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按属地向设区的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提报,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报市委组织部审核

后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报;省管企业、省属高等院校、中

央驻鲁单位,经本单位项目主管部门和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直

接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提报。个别人选需行业主管部门审核

同意的,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汇总后,一并向行业主管

部门征求意见。

六、有关要求

1.申报单位要提前全面了解申报政策和申报流程,认真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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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申报书内容,确保信·惑完整、附件及证明材料齐全、所有信
`急

内容真实有效,并承诺对有关申报材料数据负责。

2.申 报单位要与申报人选充分沟通,共同认真审慎地拟定

工作计划书,所有工作计划和目标任务要与后续评审、签订合同

时所提目标任务保持一致。申报书提交后,不得擅自更改,否则

取消申报人选资格。

3.各市各单位要认真做好申报组织工作,熟悉申报政策 ,

做好宣传推介,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积极申报,并负责地

进行资格审查,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有效。要认真把握对引进人才

的数量要求,审核好省外海外全职引进人才相关申报信 J急 。对申

报人选要注重做好知识产权、保密约定、竞业禁止等风险情况评

估。夯实审核责任,严格执行申报程序,对于各市申报材料,凡

组织部门没有确认的,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不予受理。

4.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申报单位和人选,一经查实,取消

该单位和人选申报资格,列入黑名单并予以通报,三年内不得申

报省级重点人才工程。对于各市各单位资格审查不严,“带病
”
推

荐申报的,一经查实,取消该市 (单位 )⒛20年度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工程产业技能类推荐申报资格。对个别资格审查通过率明显

偏低的市 (单位 ),次年将酌情减少推荐申报名额。

5.对于曾因造假等行为被取消资格的人才、项目、企业 ,

按照有关通报、通知要求,区分相应责任,取消或限制其申报资

格;对在去年资格审查阶段发现材料不真实的,本年度一律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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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其申报;对曾在申报其他科技、技术改造、产业化项目中出

现严重问题的人选及单位,本年度一律不再受理其申报;对被取

消国家
“
千人计划

”
专家、国家

“
万人计划

”
专家、泰山学者、泰山

产业领军人才等资格称号的人选,一般不予受理其申报,已经做

出组织结论的,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报省委组织部批准。

6.申 报人选须与申报单位签订全职劳动合同,与 原单位解

除聘用关系。对尚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拟引进人选,须提供申报人

选本人和申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的书面承诺,保证发文公布入

选后 3个月内,签订全职劳动合同,进入申报单位工作,否则 ,

取消该人选的入选资格和申报单位下一年度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

程申报资格。

七、其他事项

1.各市、省管企业、省属高等院校、中央驻鲁单位等须于 5

月 10日 下午 5时前,通过省人才公共服务信 J急平台提交申报,逾

期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受理申报。

2.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经审核

不符合要求,但需核实、补充有关信息的,将反馈意见通知申报

单位。申报单位须于 5个工作日内 (反馈当日不计算在内)重新

提交申报材料,逾期未提交的视为放弃申报。重新提交的申报材

料仍不符合要求的,视为审核不通过,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

不再反馈意见。请各申报单位联系人在此期间保持通讯畅通。

3.申 报过程中如有政策性问题,请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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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人才开发处联系,电话:“31-86198051。 如有技术性问题 ,

请与技术支持服务联系,电话:Os31-5557M49、 5557M50。 如

有问题举报反映,请 与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联系,电话 :

0531——51775091。

附件:省级重点人才工程清单

0年 3月

(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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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级重点人才工程清单

一、第一层次 (4个 )

1.泰 山学者工程

2.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

3.齐鲁文化名家工程

4。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二、第二层次 (7个 )

1.齐鲁文化英才工程

2.山 东省重点扶持区域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目

3.外专双百计划

4.齐鲁和谐使者

5.齐鲁首席技师

6.齐鲁乡村之星

7.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培育工程

三、第三层次 (5个 )

1.齐鲁文化之星工程

2.山 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

3.齐鲁基层名医

4.山 东省基层统计人才培育工程

5.齐鲁金融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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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财政厅,各市财政局。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⒛19年 3月 8日 印发

校核人:唐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