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鞍卫办发[2022]53号

关于做好 2022年鞍山市卫生系列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县 (市 )区卫健局、各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文教卫生局)、

委直各单位,各相关单位 :

根据省卫健委 《关于做好 2022年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辽卫办发 (2022)137号 )

文件精神,为 切实做好我市 2022年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工作,现就今年我市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评审范围

凡在我省从事临床医疗、疾病预防、卫生监督、卫生保

健、计划生育等工作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不受户籍、所

有制、身份、档案的限制,符合相应条件均可报名参加考试

和评审。申报人员一般应在其劳动 (人事)关系所在单位申

报。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

二、评审专业



卫生系列下设临床医学、临床医技、临床护理、药学、

预防医学、妇幼保健学、医学管理学共 7大类 75个评审专

业。卫生系列 (中 医)下设中医、中西医结合、中药、中医

护理、蒙医等 5大类 55个评审专业。 《辽宁省卫生系列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 目录》详见附件 1。

三、评审标准

(一 )基本条件

遵 守 家宪法和法律 ,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

针,自 觉践行
“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

的职业精神,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协作精神、敬业精神和

医德医风。身心健康,心理素质良好,能全面履行岗位职责。

(二 )申报人员除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外,应分别具备以

下条件 :

1.主任医 (药、护、技)师 :取得与所申报专业相应专

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取得相应专业学士及以上学位后,从事

副主任医 (药 、护、技)师工作不少于 5年。

2,副 主任医(药 、护、技)师 :

(1)取得与所申报专业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取

得相应专业学士及以上学位后,从事主治 (管 )医 (药 、护、

技)师工作不少于 5年 ;取得相应专业博士学位后,从事主治
(管 )医 (药 、护、技)师工作不少于 2年 ;博 士后流动站合格

的出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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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省人社厅、原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进一步改革

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 (辽

人社职[2016]84号 ),取得与所申报专业相应专业大学专科

学历后,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7年 ,且在县 (区 )级及以

下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卫生专业技术工作满 20年 ,现在乡镇

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人员可正

常申报副高级职称。

(3)根据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

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 (辽政办发 [2018]16

号),对长期扎根贫困县农村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可突破

学历等限制破格晋升职称。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

格、取得中级职称后在贫困县农村基层连续工作满 10年 的,

可经职称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直接取得副高级职称,取得

的副高级职称原则上限定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聘任,由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向上级医疗卫生机构流动时,应重新取得该医

疗机构相应层级的高级职称。

3,申 报临床、口腔、中医、公共卫生类别的医师和护理

人员,除应具备相应的学历和资历条件外,还要依据人社部

发 (2021)51号 文件规定的工作量要求,填报 《晋升卫生系

列 (医 师、护理)高级职称业务工作量统计表》。

⒋申报护理专业人员应具备 《护士条例》 《护士执业注

册管理办法》规定的执业准入资格,取得 《护士执业证书》,



并按规定进行注册。

5.申 报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资格人员应具备 《执业医

师法》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执业准入资格,取

得与报评专业执业类别相对应的 《医师资格证书》和与报评

专业执业范围相对应、与申报人员所在机构一致的 《医师执

业证书》,并按规定进行注册。

6,申 报卫生技术管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还需符合下列

条件 :

申报副高级需在管理岗位累计工作不少于 15年 ,或担

任中层领导不少于 5年 ,或担任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不少于 3

年;申 报正高级需在管理岗位累计工作不少于 20年 ,或担任

中层领导不少于 10年 ,或担任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不少于 5

年。

7,因 工作岗位变动,需在医、药、护、技之间平转到现

工作岗位的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从事现申报专业工作须

满 2年 (如 平转有准入资格的专业,时 间从取得执业注册时间

算起)。 平转后的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须从事平转后主治 (管 )医 (药 、护、技)师工作不少于 5年。

因工作岗位变动,需 在医、药、护、技之间平转到现工

作岗位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须取得同一级别专业技

术资格满 3年 ,从事拟申报专业工作满 3年 (如平转有准入资

格的专业,时间从取得执业注册时间算起)。 平转后的副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须从事平转后副主

任医(药 、护、技)师工作不少于 5年。

已取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不可再转评其他专

业。

8.凡 在医疗机构中取得执业药师资格并聘任主管药师

人员,应 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主管药师资格

后,方可申报上一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 ,其任主管药师时间

可从取得执业药师时间算起。

9,2002年至 2008年通过省内
“
双四

”
考试取得中级专

业技术资格人员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

(1)取得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承认的本科及以上正规学

历满 5年 ,并参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全国(含

省线)中 级专业技术资格满 5年 ,可按照正常申报的相应条件

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2)取得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承认的本科及以上正规学

历满 5年 ,并取得省内
“
双四

”
考试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满 7

年,可按照破格申报的相应条件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3)取得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承认的专科正规学历,并参

加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取得全国(含省线)中 级卫生

专业技术资格满 5年 ,可按照破格申报的相应条件申报副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

10,参 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在符合专



业技术资格报名条件的基础上,可提前一年申报评审高一级

职称;对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的,结合

业务能力水平评价,可直接申报参加高一级职称评审。参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医务人员范围按照 《国务院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

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 (、 国发明电

[2020]10号 )规定执行。上述享受提前申报的人员,原则上

只享受一次政策优惠。

(三 )落实服务基层制度。执业医师晋升为副高级职称

的,应 当有累计一年以上在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

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经历。2022年 为过渡期最后一

年,过渡期内申报副高级职称的城市医生已完成相应服务经

历时间为半年、不满一年的,取得副高级职称后,所在单位

须安排完成相应服务经历至满一年,方可聘任副高级职称。

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其在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经历视同一年基层服务工作经历。

(四 )申 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人员工作实绩考核结果

须为良好以上,否则不能申报。

(五 )继续医学教育要求

1,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需提供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核发的继续医学

教育合格证书;申 报中医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需提供



中医药继续教育合格证书。

按照省人社厅、原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实施意见》 (辽人社

职[2016]84号 )文件规定,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申报人员需提供 2018年及以后继续医

学教育学分证。

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参加职称评审,其在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经历视同完成当年继续教育学时学分。

(六 )评审专业业务能力等级标准按照原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印发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指标体

系及标准 (试行)的通知》 (辽卫函字[2014]329号 )、 《关

于印发辽宁省卫生 (西 医)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部分

修订专业业务能力等级标准的通知》 (辽卫办发 [2015]124

号)、 《关于印发辽宁省卫生 (西 医)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部分修订专业业务能力等级标准的通知》 (辽卫办发

[2017]106号 )执行。

(七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有关要求按照

省卫生健康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 2022年

度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 (辽 卫发

[2022]14号 )文件执行。凡省内申报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人员,在评审前必须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卫生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 (免试人员除外),成绩合格者方可参加卫生



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2022年考试合格分数线、考试

成 绩 通 过 辽 宁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http://wsjk,ln.gov,cn/)官 网发布。对于多次参加考试

的人员,评委会采用近 3年合格的考试成绩中最高成绩计入

评审总成绩。

(八 )破格申报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执行原省人事

厅 《关于印发辽宁省破格申报评审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破

格条件的通知》 (辽人发[1998]13号 )中 规定的破格条件,同

时还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1.破格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只 能突破学历或资历条

件,不 能双破 ,破学历要求有大专学历,破资历要求任现职满

3年。

2,破格申报提供的科研项目(课题)指 国家或省政府科

技部门正式批准下达的科研计划项目(课题),并且申报人员

为课题第一负责人 (以 国家或省政府科技部门批准的原始任

务书或合同书为准)。

3,奖励项目主要完成人是指 :国 家级项目和省部级一、

二等奖前 5名 获奖者,省部级三等奖或市级一等奖的前 3名

获奖者。奖励项目不能比照科研课题使用。

四、评审办法

2022年卫生系列职称评审工作继续采取考评结合、分层

分类的方式评审。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 医德医风放在人才评价首

位。完善诚信承诺和失信惩戒机制,实行学术造假
“一票否

决制
”,对于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取得的职

称,一律予以撤销。

坚持实践导向、科学评价,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

项、唯
“
帽子

”
等倾向。针对卫生行业实践性强的特点,注

重考察专业技术人才的专业性、技术性、实践性和创造性 ,

重点评价业务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一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按省市三甲医院、省市其他医疗

卫生机构 、县 (区 )级 医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四 个层级 ,分专业对申报

人员业务能力、专业能力和工作实绩、综合能力等进行综合

评价。

其中,正 高采取考试、阅评材料和答辩相结合的评审方

式,副 高采取考试和阅评材料相结合的评审方式。

(二 )辽 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实行量化

赋分,并按照各项评审指标权重计算出参评人员评审权重总

成绩。其中:

正高级评审指标包括 :业 务能力 (人机对话考试 ,权

重 60%)、 专业能力和工作业绩 (任现职以来业绩成果,权重

20%)和综合能力 (答辩,权重 20%);副 高级评审指标包括业务

能力 (人机对话考试 ,权重 80%)、  专业能力和工作业绩 (任



现职以来业绩成果,权重 2o%)。

免试人员正高级评审指标包括 :专 业能力和工作业绩
(任现职以来业绩成果,权重 6o%)、 援助期间的工作业绩 (权

重 2o%)和综合能力 (答辩,权重 20%);副 高级评审指标包括专

业能力和工作业绩 (任现职以来业绩成果,权重 80%)、 援助

期间的工作业绩 (权 重 2o%)。

工作业绩申报实行成果代表作制度。任现职以来的临床

病案、手术视频、护理案例、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应急处置

情况报告、论文、卫生标准、技术规范、科普作品、技术专

利、科研成果转化等均可作为业绩成果代表作参加评审。

免试人员其在援外、疆 (藏 )和疫情防控一线期间的临

床救治情况、病案病例、诊疗方案、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成果

等作为援助期间的工作业绩申报参评。

(三 )由政府选派的参加援外医疗队和援疆、援藏的专

业技术人员 (援助期限 1年 以上 ),自 援派之 日起,3年 内免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在支援期间,因 工作需要

不能按时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提供派遣文件复印件 ,可

按现行标准条件申报参加评审,参评时免答辩。

(四 )为 保证评审质量,结 合评审实际,设定评审权重总

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其中,省 市三甲医院、省市其他医疗

卫生机构权重总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为 60分 ,县 (区 )级 医

疗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10



务中心等)权重总成绩最低合格分数线为 55分。评审权重总

成绩低于合格分数线的,不 予推荐至评审委员会表决。评审

权重总成绩达到合格分数线的,按照省人社厅规定的评审通

过率,推荐至评审委员会表决确定评审通过人员。

五 、评审申报有关要求

(一 )卫 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继续实行个人申

报、民主评议、集中公示、单位推荐、主管部门审核、政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的申报程序。各县 (市 )区 申报

人员由所在县 (市 )区卫健局、人社局共同审核后推荐;市

直有关单位申报人员由单位审核后直接推荐;非公有制单位

申报人员由人事档案保管部门、现工作单位共同审核后推

荐。

(二 )各 申报单位要成立考评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单位

领导、人事干部、考评专家等联审的方式,依据申报人员的

人事档案、专业技术档案,对 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考评,并在

评审前,对 申报人员的综合考评情况和相关材料 (包括 《辽

宁省申报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工作实绩考核表》

《基层申报人员任现职以来完成专业技术工作情况表》 《晋

升卫生系列 (医 师、护理)高级职称业务工作量统计表》 《一

线医务人员登记表》)在单位内部予以公示,设置意见箱 ,

公布举报电话,指定专人接待来访,对反映的问题依据调查

处理原则和程序予以处理。单位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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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无异议后逐级推荐上报。

(三 )申 报人员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相应的申报

材料。相关材料必须是在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后获得,且应

为申报专业或相近专业的材料,非 申报专业或相近专业的业

绩材料不能作为申报材料。各类成果代表作等申报材料的截

止时间为申报年度 6月 30日 。任职年限计算截止时间为申

报年度 12月 31日 。申报材料分为主卷材料、副卷材料、卷

外材料三部分。鞍山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

料组卷要求详见附件 2。

按照 《关于进一步明确申请职称评审不须提交学历、学

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的通知》 (辽人社职 [2019]1号 )规定 ,

自2019年起,申 报人不须提交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

件,一般由申报人所在单位出具相关材料。2oo2年及以后高

等教育毕业生的学历查询,由 申请人所在单位通过学历证书

编号在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简 称
“
学信 网

”
,

http://Ⅷ吼 chis.com,cn)上查验、打印查询结果,2oo8年

9月 1日 后取得学位人员的学位查询,由 申报人所在单位通

过学位证书编号在
“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

(http://ⅦⅢ,cdgdc.edu.cn/)上查验、打印查询结果。20o2

年以前毕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2oo8年 9月 1日 前取得学位

人员以及学信网和学位网上无法准确查询的学历、学位,由

申报人所在单位提供其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个人学历、

12



13

学位信息审查情况材料及相关人事档案材料复印件。申报人

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提供准确有效的学历、学位证书编号,以

便于查验。

(四 )继续实行个人和单位双重承诺制。申报人员须在《辽

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 (新版) “备注
”
栏内填写如下

承诺并签字: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信息和申报材料真实准

确,对 因提供有关信息、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的后

果,责任自负,并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关处罚
”

。申报者所在

单位须在个人承诺内容下填写: “承诺推荐的申报人员所有

材料真实有效
”,由 审核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辽宁

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 (一式三份,此表可在辽宁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 http://ww.1n,hrss.gov,cn/“ 下

载
”
栏目下载)。 评审通过人员的 《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

定表》分别由本人、单位 (存入本人人事档案)和评委会办

事机构留存。

(五 )申 报人员应如实提供本人评审申报材料 ,不得弄

虚作假,申 报前填写 《医德医风和科研诚信承诺书》(见 附件

3),有 弄虚作假行为并被核实的,取消申报人当年和以后 2年

的申报资格 ,记入诚信档案 ,并视情节追究所在单位和相关

人员责任。存在审核把关不严,弄虚作假 ,不经公示,暗箱操

作等违反政策规定行为的单位及责任人 ,按照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



五、报卷时间、地点及有关要求

(一 )网上申报时间及方式

2022年 我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采取网上

申报与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各县 (市 )区卫健局、各开

发区社会事业局 (文教卫生局)、 委直各单位,各相关单位

须登录辽宁省卫生健康委网站 (http://wsjk,ln,gov,cn/)

“
辽宁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评审专栏

”,进入辽宁省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系统,按照权限进行报名信

息录入、审核。网上申报时间安排如下 :

县 (区 )级 、市级单位数据录入、审核时间为 10月 26

日8时至 11月 4日 17时。

(二 )现场报卷审核地点及联系方式

鞍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事科教科 316房 间 中医药发

展科 322房 间 (地址:鞍 山市铁东区东山街 58号 )

西医联系电话:5535346  中医联系电话:5533236

(三 )有关要求

1.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录入、审核报名数

据。到截止时间,申 报系统将自动关闭。

2,各地、各单位要对 《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报评登记表》中报评专业、评审类别和评审级别 (三级甲

等医院、省市其他卫生计生机构、县区级、乡镇级)进行认

真核对,避免信息录入错误,影响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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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 报人员提交的任现职以来和援助期间的业绩成果

材料除提交相应的纸质材料外,还需同时提交扫描的 PDF文

档光盘。

(1)PDF文档内容主要为申报人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临床

病案 、手术视频 、护理案例 、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应急

处置情况报告、论文、卫生标准、技术规范、科普作品、技

术专利 、科研成果转化等业绩成果材料 。

(2)按照提交的工作业绩目录,扫描成相应的 PDF格式文

件,并 归类形成不同的文件夹 ,将若干的文件夹压缩成文件

包刻录到光盘上报 。

(3)提交 PDF压缩包光盘命名格式:专业代码一报评级别

(正 高 A/副 高 B)一 报评专业一姓名一工作单位.pdf,例

如:01A全科医学一张伟一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pdf。

4,申 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须参加答辩 ,答辩的具

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答辩人员在提交申报材料时需同时

提交 PPT文档光盘。PPT文档的要求如下 :

(1)PPT文档内容主要为申报人员目前具备的学术水平、

业务技术能力,任现职以来取得的工作业绩、科研课题奖励

情况,以及学习进修、学术任职等简要情况,汇报时间不超

过 6分钟。

(2)PPT文档格式:须为 office 2007及 以下版本,不

允许链接视频及声音文件。PPT文档中不允许包含申报者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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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位等个人信息,汇报过程中亦不能提及,否则将按违

纪处理。PPT文档命名格式:专业代码一报评专业一姓名一工作

单位.ppt,例 如:全科医学一张伟一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ppt。

(3)报送后的 PPT文档即为申报者答辩当天演示文档 ,

不允许更改替换。

附件:1,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

专业目录

2.鞍 山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

材料组卷要求

3.医德医风和科研诚信承

鞍山市 公 室

o
Z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鞍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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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69 全科医学 01 全科医学 临床

001 02 心血管内科学 临床

002 呼吸内科 呼吸内科学 临床

003 消化内科 04 消化内科学 临床

004 肾内科 05 肾内科学 临床

005 神经内科 06 神经内科学 临床

006 内分泌 07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
临床

007 血液病 08 血液病学 临床

009 风湿病 09
风湿与临床免疫

学
临床

C)11 10 普通外科学 临床

012 骨外科 11 骨外科学 临床

015 泌尿外科 12 泌尿外科学 临床

013 胸心外科 13 胸心外科学 临床

014 神经外科 临床

018 小儿外科 17 小儿外科学 临床

016 烧伤外科 18 烧伤外科学 临床

17

心血管内科

03

普通外科

16 神经外科学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执业类别

017 整形外科 19 整形外科学 临床

妇产科 20 妇产科学 临床

067 计划生育 21 计划生育 临床

020 22 小儿内科学 临床

120 重症医学 23 重症医学 临床

022 口腔内科 24 口腔内科学 田腔

023 口腔颌面外科 25 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

024 口腔修复 26 口腔修复学 口腔

025 口腔正畸 27 口腔正畸学 口腔

026 眼科 28 眼科学 临床

027 耳鼻喉(头颈外科) 29 耳鼻喉头颈外科 临床

028 30 皮肤与性病学 临床

029 肿瘤内科 31 肿瘤内科学 临床

030 肿瘤外科 32 肿瘤外科学 临床

032 急诊医学 34 急诊医学 临床

结核病 35 结核病学 临床

008 传染病 传染病学 临床

068 精神病 精神医学 临床

18

评审专业

019

小儿内科

皮肤与性病

064

38

39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33 麻醉学 40 麻醉学 临床

109 输血技术 41 输血 临床

038 康复医学 42 康复医学 临床

044 临床营养 43 临床营养 临床

034 病理学 44 病理学 临床

035 放射医学 45 放射医学 临床

031 放射肿瘤治疗学 46 肿瘤放射治疗学 临床

036 核医学 47 核医学 临床

037 超声医学 49 超声医学 临床

03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基

础检验
50

临床血液 (体液 )

学检验

临床

057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基

础检验技术

040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

学
51 临床化学检验

临床

058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化

学技术

043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

生物
52 临床微生物检验

临床

061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

生物技术

041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

疫
53 临床免疫检验

临床

05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

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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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53 放射医学技术

055 核医学技术

54 放射医学技术

052 病理学技术 56 病理学技术

099 口腔医学技术 57 口腔修复技术

048 内科护理 58 内科护理 护士

049 外科护理 59 外科护理 护士

050 妇产科护理 60 妇产科护理 护士

051 儿科护理 61 儿科护理 护士

046 临床药学 65 临床西药药剂学

103 地方病控制

089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

制

088 传染性疾病控制

66 流行病学 公共卫生

08衽 环境卫生 67 环境卫生 公共卫生

68 职业卫生
083 职业卫生

88 职业卫生技术

087 放射卫生 69 放射卫生

085 营养与食品卫生 70 营养与食品卫生 公共卫生

20

考试专业

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



评审专业目录

考试专

业编码
考试专业

评审

专业

编码

评审专业 执业类别

086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 71 儿少/学校卫生 公共卫生

097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73
病媒生物控制技

术

职业病 74 职业病学 临床

096 理化检验技术
77 理化检验技术

108 消毒技术

78 微生物检验技术
095 微生物检验技术

092 卫生毒理 79 卫生毒理 公共卫生

093 妇女保健 80 妇女保健
临床、

公共卫生

094 儿童保健 81 儿童保健
临床、

公共卫生

09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健康教育 公共卫生

062 卫生管理
82 卫生技术管理

84 医学信息

109 输血技术 85 输血技术

125 疼痛学 86 疼痛学

056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87
康复医学治疗技

术

21

考试专业目录

066

83

临床



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 目录

考试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类别

评审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备注说明

Z01 中医心血管内科

Z02 中医呼吸内科

z03

Z04 中医肾内科

Z05 中医血液内科

Z06 中医内分泌

Z07 中医风湿免疫内科

Z08 中医神经内科

Z09 中医普通内科

Z27 中医精神病科 含心理疾病

Z28 中医肝病科

Z29 中医结核病科

Z20 中医口腔科

071 中医内科

Z26 中医康复医学

中医疮疡外科
含中医周围

血管外科
7
一 中医神经外科

Z12 中医普外科 含乳腺外科
Z13 中医心胸外科

072 中医外科 中医

Z14 中医泌尿外科
073 中医妇科 中医 Z15 中医妇产科
074 中医儿科 中医 Z16 中医儿科

075 中医眼科 中医 Z18 中医眼科

076 中医骨伤科 中医 Z22 中医骨伤科

22

中医消化内科

中医

Z10



077 针灸科 中医 Z24 针灸科

评审专业目录考试专业目录

编码

试

业

考

专 专业名称 执业类别

评审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备注说明

078
中医耳鼻喉

科
中医 Z19 中医耳鼻喉科

079 中医皮肤科 中医 Z17 中医皮肤科 含性病

080 中医肛肠科 中医 Z23 中医肛肠科

081 推拿科 中医 Z25 推拿科

082 中药学 其他 Z35 中药药剂
∠

上

1
△

1
△ 中医肿瘤学 中医 Z21 中医肿瘤科

Z36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

内科

Z37
中西医结合呼吸内

科

Z38
中西医结合消化内

科

Z39 中西医结合肾内科

Z40
中西医结合血液内

科

Z41 中西医结合内分泌

中西医结合风湿免

疫内科
Z42

Z43
中西医结合神经内

科

Z57 中西医结合肿瘤科

中西医结合肝病Z59

Z60 中西医结合结核病

中西医结

合、临床

匚

U

1
△

中西医结合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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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专业目录 评审专业 目录

考试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类别

评审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备注说明

Z44
中西医结合月围血管

外科

Z45 中西医结合普外科

含中西医

结合乳腺

外科

z46 中西医结合心胸外科

z47 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

Z48 中西医结合神经外科

夕
υ

中西医结合

外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50 中西医结合肛肠外科

,
‘

1
工

中西医结合

妇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51 中西医结合妇科

o
o

中西医结合

儿科

中西医结

合、临床
Z52 中西医结合儿科

Z30 中医内科护理

Z31 中医外科护理

Z32 中医妇产科护理

Z33 中医儿科护理

121 中医护理 执业护士

Z3衽 中医五官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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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鞍山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申报材料组卷要求

25

鞍山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材料分为

主卷材料、副卷材料、卷外材料三部分,相关组卷要求如下。

一、主卷材料 :

申报人员主卷材料须按以下材料顺序装订成卷。复印件

须经单位审核人员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逐级上报卫生健

康部门、人社部门审核并加盖印章。主卷材料评审结束后由

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留存,不再退还本人。

1,主 卷封面:标 明姓名、工作单位、报评专业、报评资

格。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单位公示情况说明。

⒋医德医风和科研诚信承诺书

5,《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报评推荐表》(A4纸双面打印);

破格申报人员另须填报 《辽宁省破格评定人员审核表 》 (A4

纸双面打印)。

6,《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报评登记表》(A4

纸双面打印)。 此表通过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报评系统导出,登记表内容与申报系统提交的信息应保持一



致。

7.2020年 (含 )以后历年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成绩查询结果。在评审申报前,申 报人员通过辽宁省卫生

专健康委员会官网
“
辽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评审

”
专

栏进行成绩查询并打印查询结果页面。

8,学历、学位证明材料 ,资历证书复印件。包括学历或

学位查验结果、职称证书、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

护士执业证书、继续医学教育合格证明单等复印件 。

9,《城市医生到农村医疗机构服务情况鉴定表》或 《

城市医生免于到农村医疗机构服务审核表》。

10.符合加分条件的相关证明文件、获奖证书、科研课

题任务书或合同书审批件的复印件。

11,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近 5年专业技术人员年度

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

12,其 它材料 :

申报卫生技术管理专业人员提供任领导职务文件复印

件,一般管理岗位人员由单位提供管理岗位工作时间证明。

二 、副卷材料

副卷材料包括职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继续教育合格

证明 (基层申报人员提供继续教育学分证)、 获奖证书等原

件。副卷材料审核后返还申报人员。

三、卷外材料

26



1,《辽宁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表》一式 3份 (A4纸双

面打印,贴好照片),评定表封面需加盖单位公章,单位名

称需与加盖的单位公章一致。

2.《辽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报评登记表》 (1

份)。

3,《 辽宁省破格评定人员审核表》 (一式 2份 ,破格人

员提交)。

⒋一张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照 片背面写清姓名,贴

在其中一份评定表封面上。

5,辽 宁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业绩成果报评材

料,其 中5份病案或 3份业务工作报告 (参照各专业业务能力

等级标准)。

病案要求 :设病床的临床科室参评人员提供病案复印

件。病案须符合病案书写规范和医疗核心制度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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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次住院疾病有关的阳性化验检查报告单等内

容。病历应能反映申报者学术水平与业务能力 ,达到正高或

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要求。对于外科病案,应有申报者本人

术前讨论、术中记录及术后查房记录。病案复印件需经审核

人签名并加盖病案保管部门或单位公章。

业务工作报告要求:非 临床科室专业人员和不设病床的

临床科室专业人员提供业务工作报告。报告要反映本人专业

27



Ⅱ00■●●P

特长和专业技术水平,字数一般应为 200o字左右 ,同 时应提

供相关佐证材料 ,佐证材料应与报告内容相符且必须客观、

真实,不 能以自我鉴定、述职报告、年度工作总结、工作日

志等替代业务工作报告。报告需经审核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

章。

说明:申 报材料中需要提交的各种表格均可通过辽宁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
辽宁省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及评

审
”
重点专题栏下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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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医德医风和科研诚信承诺书

为确保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客观公正,本人郑重承

诺 :

一、坚守职业道德,团结协作、廉洁行医,学风和医风

正派,无违反党风廉政和行风建设各项规定的行为,并主动

接受监督。

二、本人申报卫生系列 (专业 ) (级

别)专业技术职称,所提供的各类材料 (包括学历、职称、

科技奖励及相关业绩等材料)均为真实、准确、有效。如有

伪造申报材料、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行为,自 愿按有关

规定接受处理。

申报人 (签名):

年  月  日

兹保证 同志确系本单位职工,其所报材料经

审核、公示,情况属实。如有虚假隐瞒,愿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主要负责人 (签名): 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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