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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职称办〔2018〕2号 

 

 

省职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8年度全省高级职称 

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省直各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6〕77号）、《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8〕6号）和《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办发〔2018〕5号）要求，为做好 2018年度全省专业技术

人才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和有关政策 

（一）在我省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从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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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根据个人自愿和属地管理原则，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可按规定条件和程序直接申报相应系列

或专业的高级职称，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高评委

会”）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 

（三）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持有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

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 

（四）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不得申报评审职称。 

（五）被用人单位聘用、符合资格条件要求的、仍从事专

业技术工作的退休专业技术人才，按照个人自愿原则，可按规

定程序申报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退休专业技术人才所取得的

专业技术资格作为其本人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体现，不作为

涉及调整退休工资福利等各项待遇的依据。 

（六）中央驻苏单位、军队和外省委托我省评审高级职称

的，须经中央人事主管部门、军队干部部门或外省省级职称管

理部门同意后，提交委托函并经省职称办审核同意，高评委办

事机构方可受理。评审结束后，及时反馈评审结果，由出具委

托函的部门（单位）按规定核准公布和发放证书。 

二、申报评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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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修订各系列（专业）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并按

新修订的资格条件执行。 

（二）落实《省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

推进技工院校改革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7〕122

号）有关规定，在职称评定中，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参加职称评定时分别按相当于中专、

大专、本科学历同等对待。 

（三）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有关要求，按照《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6〕356号）执行。 

（四）继续教育条件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 

（五）专业技术人才申报材料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2月 31

日，其后取得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证等，不作为

本次评审的有效材料。 

三、审核要求 

（一）单位审核。申报人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

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并做好评前公示工作，公

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应及时

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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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部门、呈报部门、评委会管理机构审核。主管

部门、呈报部门、评委会管理机构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对不

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

序报送的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 

四、评审组织要求 

（一）统一发布全省高评委会核准备案情况（见附件），各

高评委会要严格评审范围，超出评审范围的评审结果一律无效。 

（二）从今年起，下放全省高职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权。选

择部分符合条件的公立三甲医院、大型骨干企业、科研院所开

展自主评审试点；继续向创新创业能力强、行业人才密集度高、

职称工作基础好的设区市下放高级职称评审权，具体工作另行

部署；各地、各单位可视情提出申请。 

（三）各高评委会应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

（试行）》（苏职称〔2001〕2号）有关规定，及时调整和增补评

委会委员，并报省职称办备案。 

五、评审时间要求 

（一）各高评委会须于 10月底前完成评审，11月底前完成

审核、备案工作，不得跨年度评审。无法按计划完成的须提前

说明原因，由省统筹安排。对无法按期完成年度评审任务造成

严重后果的，将按有关规定暂停其职称评审权。 

（二）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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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部、教育部有关要求部署开展。 

六、评审工作要求 

（一）下发年度评审通知。各高评委会管理机构要于 6 月

底前下发年度评审工作通知。其中，省直高评委会管理机构的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通知须与省职称办会签下发；经省职称工作

领导小组授权的各设区市、省管县和科研院所、大型企业高评

委会管理机构（不含自主评审自主发证的高评委会）须将年度

职称评审工作通知报经省职称办备案同意后下发。 

（二）推行网上申报。从今年起，依托江苏人才信息港职

称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专业技术人才申报高级职称推行网上申

报，同时报送纸质材料。具体申报要求将在各高评委会年度评

审通知中予以明确。 

（三）评审活动预先申报。各高评委会开展评审活动要预

先申报，申报人员材料须在评审委员会（不含自主评审自主发

证的高评委会）开会之前 20天报省职称办审核，并于评审会议

召开前 5 天将《评审委员会活动申请表》报经省职称办审核同

意。试点开展评审专家跨区域交流。 

（四）评审结果报备。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各高评委会管

理机构须将评审通过的人员名单在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

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要及时报备评审结果，各高评委会的评

审结果（报告、花名册、证书数据项等材料）应在公示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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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省 2018年度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核准备案一览表 

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日常工作 
联系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 
江苏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师，教授、副教授、正高
级讲师、高级讲师资格 

省委党校人事处 025-83380264 南京市水佐岗 49 号 

2 
江苏省自然科学研究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副研究
员资格 

省科技厅人事处 025-86631370 南京市北京东路 39 号 

3 
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副研究
员资格 

省农科院人事处 025-84390040 
南京市玄武区钟灵街
50 号 

4 
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社会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副研究
员资格 

省社科院人事处 025-85699855 南京市建邺路 168 号 

5 
江苏省卫生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主任医（药、技）师、副
主任医（药、技）师、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 

省卫生计生委 
人事处、人才中心 

025-83620623 
83620823 
83620833 

南京市中央路 42 号 6 
江苏省护理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委员会 

全省护理专业技术人员，主任护师、副主任护师资
格 

7 
江苏省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社区主任医（药、护、
技）师、社区副主任医（药、护、技）师资格 

8 
江苏省药学专业（药品）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药学（药品）专业技术人员，主任（中）药师、
副主任（中）药师资格 

省食药监局人事处 025-83273655 南京市鼓楼街 5 号 

9 
江苏省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人事处 

025-51868946 
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88
号 

10 
江苏省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人事处 

025-83392306 

南京市北京西路 16 号 

11 
江苏省石化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025-83392413 

12 
江苏省交通公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交通公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交通运输厅 
政治处 

025-52853508 南京市升州路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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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日常工作 
联系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3 
江苏省交通水运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交通水运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交通运输厅 
政治处 

025-52853508 南京市升州路 16 号 

14 
江苏省铁路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铁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铁路办综合处 025-84329218 南京市石鼓路 69 号 

15 
江苏省水利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水利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水利厅人事处 025-86338093 南京市上海路 5 号 

16 
江苏省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机械行业协会 
025-83302085 

83310607 
南京市中山北路 49 号
29 楼 

17 
江苏省轻工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轻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轻工协会 
025-84635019 

83721896 
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 A1 幢 

18 
江苏省纺织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纺织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纺织集团 
人力资源部 

025-84413074 南京市中山东路 482 号 

19 
江苏省冶金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冶金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冶金行业协会 
025-85267145 

85267147 
南京市中山东路 412 号
11 楼 

20 
江苏省煤炭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煤炭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江苏煤矿安全监察
局人事培训处 

025-83332410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1
号 

21 
江苏省电力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电力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国信集团 
人力资源部 

025-84736319 
84780452 

南京市长江路 88 号 

22 
江苏省通信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通信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通信管理局 
技能鉴定中心 

025-83430344 
025-83342789 

南京市中山北路 301 号 

23 
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国防科工办 025-83398246 南京市北京西路 16 号 

24 
江苏省农业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农机局人事处 025-83279522 南京市北京西路 24 号 

25 
江苏省水产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水产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海洋与渔业局 
人事处 

025-83581284 
南京市新模范马路 90
号 

26 
江苏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广播电影电视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人事教育处 

025-84651556 
83370396 

南京市中山东路 132 号 

27 
江苏省林业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林业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林业局人事处 025-86275301 
南京市定淮门大街 22
号 

28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工程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质量技术监督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
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质监局人事处 025-86375022 
南京市草场门大街 1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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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日常工作 
联系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29 
江苏省环保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环保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环保厅人事处 025-86266036 南京市江东北路 176 号 

30 
江苏省国土资源工程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国土资源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国土资源厅 
人事处 

025-86599751 
南京市水西门大街 58
号 

31 
江苏省知识产权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知识产权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省知识产权局 
宣传教育处 

025-83279966 南京市中山北路 49 号 

32 
江苏省南京汽车集团汽车制造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集团内部汽车制造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汽集团职称办 025-58898780 
南京市中央路 266 号 5
号楼 

33 
江苏省南钢集团冶金工程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集团内部冶金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钢集团 

人力资源部 
025-57073390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
幸福路 8 号 

34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资格 

省农委人事处 025-86263517 
南京市月光广场 8 号江
苏农林大厦 

35 
江苏省农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农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农艺师、高级农经师
资格 

36 
江苏省畜牧兽医专业人员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畜牧师、高级兽
医师资格 

37 
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正高级讲师、高级讲师、
高级实验师资格 

省教育厅师资处 
025-83335600 

83335130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 号 

38 
江苏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幼
儿园正高级教师资格 

39 
江苏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技工院校教师，正高级讲师、高级讲师、高级
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省人社厅 
职业能力建设处 

025-83276048 南京市北京西路 22 号 

40 
江苏省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经济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经济师、高级经济
师资格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人事处 

025-83392413 南京市北京西路 16 号 

41 
江苏省人力资源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人力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人力资源师、
高级人力资源师 

省人力资源服务 
行业协会 

025-86610156 
86610185 

南京市广州路 199 号天
诚大厦 8 楼 

42 
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会计师、高级会计
师资格 

省财政厅会计处 025-83633208 南京市北京西路 63 号 

43 
江苏省审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审计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审计师资格 省审计厅人事处 025-83758751 南京市江苏路 178 号 

44 
江苏省统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统计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统计师、高级统计
师资格 

省统计局 
教育中心 

025-85796207 
南京市鼓楼二条巷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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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江苏省国际商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国际商务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国际商务师资格 省商务厅人事处 025-57710296 南京市北京东路 29 号 

46 
江苏省新闻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新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记者、高级编辑、主
任记者、主任编辑资格 

省委宣传部 
干部处 

025-88802734 南京市北京西路 70 号 

47 
江苏省播音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播音专业技术人员，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资
格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人事教育处 
025-84651556 

83370396 
南京市中山东路 132 号 

48 
江苏省出版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编审、副编审资格 

49 
江苏省档案专业人员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资
格 

省档案局人事处 
025-83591828 

83591829 
南京市青岛路 1 号 

50 
江苏省艺术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艺术专业技术人员，一级编剧、二级编剧、一
级作曲、二级作曲、一级导演、二级导演、一级艺
术监督、二级艺术监督、一级演员、二级演员、一
级演奏员、二级演奏员、一级指挥、二级指挥、一
级舞美设计师、二级舞美设计师、高级舞台技师、
主任舞台技师、一级美术师、二级美术师资格 

省文化厅人事处 025-87798809 南京市龙蟠里 9 号 

51 
江苏省图书（群文）专业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图书（群文）专业技术人员，研究馆员、副研
究馆员资格 

52 
江苏省文博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文博专业技术人员，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资
格 

省文化厅人事处 025-87798809 南京市龙蟠里 9 号 

53 
江苏省工艺美术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
术师、高级工艺美术师资格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人事处 

025-83392413 南京市北京西路 16 号 

54 
江苏省文学创作专业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文学创作专业技术人员，文学创作一级、文学
创作二级资格 

省作协人事部 025-86486020 南京市梦都大街 50 号 

55 
江苏省体育教练员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体育教练员，高级教练员资格 省体育局人事处 025-51889212 南京市广州路 191 号 

56 
江苏省律师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律师，一级律师、二级律师资格 
省司法厅 

人事警务处 
025-83591323 南京市北京西路 28 号 

57 
江苏省公证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委员会 

全省公证员，一级公证员、二级公证员资格 

58 
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专业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全省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政
工师、高级政工师资格 

省委宣传部 
干部处 

025-88802733 南京市北京西路 7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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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江苏省南京市医学（社区医学）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医学专业技术人员，副主任医（中医、技）
师、副研究员、社区副主任医（中医、技）师资格 

南京市卫计委 025-83765450 南京市紫竹林 3 号 60 
江苏省南京市药学（社区药学）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副主任药（中药）师、
社区副主任药（中药）师资格 

61 
江苏省南京市护理（社区护理）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医护理业技术人员，副主任护师、社区副主
任护师资格 

62 
江苏省南京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全市)资格、高级工程师（市各事业单位；市、
区属国有企业；市造价、园林、勘察设计和建筑业
协会会员企业）资格 

南京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 

025-83753582 
南京市广州路 183 号
512 室 

南京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市其
他民营或无主管企业）资格 

南京市 
人才服务中心 

025-83151883 
南京市北京东路 63 号
人才大厦 

63 
江苏省南京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025-86989799 
南京市珠江路 280 号
1920 室 

64 
江苏省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学会 

025-86623906 
南京市秦淮区莫愁路丁
家巷 34 号 

65 
江苏省南京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新型工业行业

协会 
025-83692549 

南京市鼓楼区芦席营
68 号 901 室 

南京市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025-83199519 南京市中华路 214 号 

66 
江苏省南京市农业系列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农业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农艺师、高级畜牧
师、高级兽医师资格 

南京市农业委员会 025-68786112 
南京市江东中路 265 号
B 座 13F  

67 
江苏省南京市经济专业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经济专业技术人员，高级经济师资格 
南京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 
025-68788764 

南京市江东中路 265 号
新城大厦 17F 

68 
江苏省南京市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会计师资格 南京市财政局 025-51808619 南京市长江路 66 号 

69 
江苏省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专业技术人员，高级政工师资
格 

南京市委宣传部 025-83613095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
41 号 

70 
江苏省无锡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无锡市住建局 
组织人事处 

0510-81822761 
无锡市观山路 199 号，8
号楼 714 室 

71 
江苏省无锡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无锡市 

人才服务中心 
0510-82825184 

无锡市广瑞路 2 号一楼
服务大厅 31 号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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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江苏省无锡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
格 无锡市 

人才服务中心 
0510-82825184 

无锡市广瑞路 2 号一楼
服务大厅 31 号窗口 

73 
江苏省无锡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74 
江苏省常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常州市 
人才服务中心 

0519-85266630 
常州市北直街 35 号三
楼 318 室 

75 
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76 
江苏省常州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
格 

77 
江苏省常州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78 
江苏省苏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苏州市 
职称评价中心 

0512-65720997 
苏州市东大街 288 号职
称评价中心 

79 
江苏省苏州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80 
江苏省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81 
江苏省苏州市化工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化工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82 
江苏省镇江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镇江市职称与职业
资格评价服务中心 

0511-84411617 
镇江市运河路 100 号苏
南人力资源市场 

83 
江苏省镇江市电子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84 
江苏省镇江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85 
江苏省镇江市卫生技术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副主任医（药、护、技）
师资格 

镇江市卫计委 0511-88912828 镇江市南徐大道 18 号 

86 
江苏省徐州市机械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徐州市机械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徐州市职称办 0516-85798231 
徐州市新城区昆仑大道
1 号 

87 
江苏省南通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通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南通市职称办 0513-59000150 南通市工农南路 1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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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江苏省泰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建设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格 
泰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 
0523-86882776 
0523-86882681 

泰州市海陵南路 308 号 

89 
江苏省泰州市医药石化工程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医药石化工程专业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资
格 

泰州市医药园区 
组织人事局 

0523-80818892 
0523-80818883 

泰州市医药高新区药城
大道 809 号 

90 
江苏省南京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南京市教育局 025-84455501 
南京市长江路 272 号
207 室 

91 
江苏省无锡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无锡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无锡市教育局 
人事与师资处 

0510-81827686 
无锡市观山路 199 号 4
号楼 537 室 

92 
江苏省徐州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徐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徐州市教育局 
职称办 

0516-83711218 
徐州市新城区行政办公
大楼 

93 
江苏省常州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常州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19-85681337 
常州市龙城大道 1280
号 1 号楼 

94 
江苏省苏州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苏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苏州市教育局 
人事与师资处 

0512-65224079 苏州市公园路 198 号 

95 
江苏省南通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南通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南通市教育局 
人事与师资处 

0513-85098830 南通市世纪大道 6 号 

96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连云港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
幼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连云港市教育局 
师资处 

0518-85822163 
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
23 号 

97 
江苏省淮安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淮安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淮安市教育局 
师资处 

0517-83605334 
淮安市翔宇南道 1 号市
行政中心北楼 

98 
江苏省盐城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盐城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盐城市教育局 
组织人事处 

0515-88228661 
0515-88228610 

盐城市平安路 2 号 

99 
江苏省扬州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扬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扬州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14-87318699 扬州市淮海路 54 号 

100 
江苏省镇江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镇江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镇江市教育局 0511-88916343 镇江市健康路 15 号 

101 
江苏省泰州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泰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泰州市教育局 
0523-86999829 
0523-86999830 

泰州市鼓楼南路 366 号 

102 
江苏省宿迁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宿迁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宿迁市教育局 
人事处 

0527-84389575 宿迁市太湖路 261 号 

103 
江苏省昆山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昆山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昆山市教育局 
人事科 

0512-57514822 昆山市震川西路 171 号 



 

― 14 ―   

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日常工作 
联系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04 
江苏省泰兴市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泰兴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泰兴市教育局 
人事科 

0523-87728131 泰兴市国庆东路 10 号 

105 
江苏省沭阳县中小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副高）评审委员会 

沭阳县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小学高级教师、幼
儿园高级教师资格 

沭阳县人社局 
专技科 

0527-83592589 沭阳县台州南路 1 号 

106 
江苏省南京邮电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自主评审本校教师职称系列（包括教学、科研、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
职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 

南京邮电大学 
人事处 

025-85866976 南京市文苑路 9 号 

107 
江苏省南京林业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林业大学 
人事处 

025-85427310 
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159 号 

108 
江苏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人事处 

025-58731144 南京市宁六路 219 号 

109 
江苏省南京工业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工业大学 
人才资源部 

025-58139148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南路
30 号 

110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师范大学 
人力资源处 

025-85891417 
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 1
号 

111 
江苏省南京财经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财经大学 
人事处 

025-86718677 
南京市栖霞区文苑路 3
号 

112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医科大学 
人事处 

025-86869128 
南京市江宁区龙眠大道
101 号 

113 
江苏省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中医药大学 
人事处 

025-85811096 南京市仙林大道 138 号 

114 
江苏省南京审计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审计大学 
人力资源部 

025-58318830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
雨山西路 86 号 

115 
江苏省南京体育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体育学院 
人事处 

025-84755131 
南京市玄武区灵谷寺路
8 号 

116 
江苏省南京艺术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艺术学院 
人事处 

025-83498460 南京市北京西路 74 号 

117 
江苏省南京工程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工程学院 
人事处 

025-86118843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区弘
景大道 1 号 

118 
江苏省江苏警官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警官学院 
政治部人事处 

025-52880319 
南京市浦口区石佛寺三
宫 48 号 

119 
江苏省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
学院人事处 

025-89668026 南京市神农路 1 号 

120 
江苏省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人事处 

025-83758127 南京市北京西路 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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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江苏省江苏师范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自主评审本校教师职称系列（包括教学、科研、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
职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 

江苏师范大学   人
事处 

0516-83536317 
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

101 号 

122 
江苏省徐州医科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徐州医科大学 
人事处 

0516-83262042 徐州市铜山路 209 号 

123 
江苏省常州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常州大学人事处 0519-86330127 
常州市武进区滆湖路 1
号 

124 
江苏省江苏理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理工学院人事
处、教师发展中心 

0519-86953104 
常州市中吴大道 1801
号 

125 
江苏省苏州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大学 
人力资源处 

0512-67503048 苏州市东环路 50 号 

126 
江苏省苏州科技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科技大学 
人事处 

0512-68092995 苏州市科锐路 1 号 

127 
江苏省常熟理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常熟理工学院人事
处、教师发展中心 

0512-52251166 常熟市南三环路 99 号 

128 
江苏省南通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通大学人事处 0513-85012083 南通市啬园路 9 号 

129 
江苏省淮海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淮海工学院人事处 0518-85895085 
连云港市海州区苍梧路
59 号 

130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淮阴师范学院 
人事处 

0517-83525314 
淮安市淮阴区长江西路
111 号 

131 
江苏省淮阴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淮阴工学院人事处 0517-83591021 淮安市枚乘东路 1 号 

132 
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盐城师范学院 
人事处 

0515-88233051 
盐城市希望大道南路 2
号 

133 
江苏省盐城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盐城工学院人事处 0515-88168073 
盐城市希望大道中路 1
号 

134 
江苏省扬州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扬州大学人事处 0514-87971871 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135 
江苏省江苏大学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大学人事处 0511-88780063 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 

136 
江苏省江苏科技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科技大学 
人事处 

0511-84401035 镇江市梦溪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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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自主评审本校教师职称系列（包括教学、科研、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
职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 

南京晓庄学院 
人事处 

025-86178148 
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
3601 号 

138 
江苏省金陵科技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金陵科技学院 
人力资源处 

025-86188858 
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
99 号 

139 
江苏省徐州工程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徐州工程学院 
人事处 

0516-83105818 
徐州市云龙区丽水路 2
号 

140 
江苏省常州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常州工学院人事处 0519-85217514 
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
666 号 

141 
江苏省泰州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泰州学院人事处 
0523-86667801 
0523-86669229 

泰州市济川东路 93 号
泰州学院人事处 

142 
江苏省三江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三江学院 
人事组织部 

025-52897024 
南京市雨花区铁心桥龙
西路 310 号 

143 
江苏省无锡太湖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无锡太湖学院 
人事处 

0510-85505666 无锡市钱荣路 68 号 

144 
江苏省宿迁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评审委员会 

宿迁学院人事处 0527-84205686 宿迁市黄河南路 399 号 

145 
江苏省南通理工学院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通理工学院 
人事组织处 

0513-85603133 
南通市港闸区永兴路
14 号 

146 
江苏省江苏开放大学教师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开放大学 
人事处 

025-86265524 南京市江东北路 399 号 

147 
江苏省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人事处 

025-58646577 
南京市浦口区学府路 8
号 

148 
江苏省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组织人事部 

025-58690728 
南京市浦口区东大路 6
号 

149 
江苏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金城学院 
人事质量保障处 

025-87190189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镇航
金大道 88 号 

150 
江苏省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
学院党政办 

025-85786100 
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澜
路 89 号 

151 
江苏省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工业大学浦江
学院组织人事处 

025-66205027 
南京市江宁区汤峰路
96 号 

152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
学院组织人事处 

025-87721016 
南京市栖霞区学林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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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江苏省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自主评审本校教师职称系列（包括教学、科研、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
职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 

金审学院 
人事师资处 

025-85780028 
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仙林
大道 100 号 

154 
江苏省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红山学院 
综合办公室 

0511-87762118 
镇江市句容市下蜀镇桥
头 

155 
江苏省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
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滨江学院无锡校区
组织人事处 

025-58235156 
南京市浦口区龙山北路
6 号 

156 
江苏省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广学院人事处 025-86179011 
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
3666 号 

157 
江苏省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大学文正学院
人事处 

0512-66576323 
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
1188 号 

158 
江苏省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人力资源部 

0512-82094517 昆山周庄大学路 1 号 

159 
江苏省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苏州科技大学 
天平学院人事处 

0512-68084203 
苏州市高新区长江路
55 号 

160 
江苏省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
理工学院党政办 

0512-56731010 张家港市长兴中路 8 号 

161 
江苏省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
人力资源办 

0511-88783075 镇江市学府路 301 号 

162 
江苏省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科文学院 
人力资源办公室 

0516-80270218 
徐州市铜山新区上海路
101 号 

163 
江苏省中国矿业大学徐海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中国矿业大学徐海
学院党政办公室 

0516-83995661 
徐州市金山东路 1 号
（文昌校区） 

164 
江苏省扬州大学广陵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扬州大学广陵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0514-87993918 
扬州市邗江区邗江南路
199 号 

165 
江苏省南京邮电大学通达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邮电大学通达
学院人事处 

0514-89716032 
扬州市邗江区润扬南路
33 号 

166 
江苏省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杏林学院 
组织人事处 

0513-85015905 南通市外环东路 999 号 

167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医科大学康达
学院院长办公室 

0518-80689519 
连云港市花果山大道春
晖路 88 号 

168 
江苏省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泰州科技学院 
组织人事处 

0523-86150808 泰州市梅兰东路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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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评委会名称 评审范围和权限 
高评委会日常工作 
联系部门（单位）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69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教师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自主评审本校教师职称系列（包括教学、科研、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和实验技术
职称系列高、中、初级职称评审权 

南京师范大学 
泰州学院人事处 

0523-86153399 泰州市济川东路 96 号 

170 
江苏省常州大学怀德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常州大学怀德学院
综合事务部 

0523-85120012 靖江市新港大道 136 号 

171 
江苏省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教师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人事处 

025-85878989 
南京市仙林大学城文澜
路 28 号 

备注：上述高评委会成立时间为 2018 年 3 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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