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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公开征集 2022-2023年技能人才评价

省级题库开发单位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化技能人才评价

制度改革的意见》（浙人社发〔2022〕16号）精神，围绕高质量

打造“浙派工匠”金名片行动计划目标，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技能

人才评价技术资源建设，满足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需要，经研究，

决定面向全省公开征集 2022-2023 年技能人才评价省级题库开

发单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一）中药炮制工、品酒师、智能楼宇管理员、行政办事员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事员）、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

人工智能训练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 82个职业（工种）

（详见附件 1）。

（二）82 个职业(工种)以外，已发布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8年及以后发布）的新业态新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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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省已发布考核规范但尚未建立省级题库的专项职业

能力项目。

二、申报对象

我省规范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技能人才培养与评价领

域具备工作研究经验，且在业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用人单位、社

会评价组织、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和行业协会等，具体申报条件为：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题库开发职业（工种）相关的培训、评价、科

研、管理工作基础。

（三）具备与题库开发职业（工种）相适应的管理人员、符

合《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题库资源管理办法》规定的专家团队，

能组建专门的项目组确保题库开发任务完成。

（四）曾牵头或参加国家新职业研发、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

发或承接过省级、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题库开发任务，且较好完

成任务的机构优先考虑。

曾承接过省级、国家级职业技能鉴定题库开发，出现中途无

理由退出或违反保密规定等问题的机构不得申报。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题库资源管理办法》规定，

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省技能评价中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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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题库开发的统筹管理，市级评价（鉴定）中心协同指导题库

开发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二）省级题库开发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共同合作推进题库

资源开发。牵头单位应合理安排专业人员力量，统筹多方资源，

并充分配备资金，保障工作顺利开展。省技能评价中心根据有关

规定对牵头单位给予适当的财政经费补助（专项职业能力题库开

发经费由开发单位自行筹备）。

（三）申报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申报牵头单位或参与单

位。当同一职业（工种）申报的牵头单位超过 1家时，由省技能

评价中心组织遴选后确定。

（四）题库资源需体现职业发展的前瞻性与评价实施的可行

性，题库开发要依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参照《职业技能鉴

定国家题库开发技术规程（2019版）》要求进行。每个职业以等

级为单位配套开发理论知识、技能操作题库和考试指南，一级（高

级技师）、二级（技师）还须配套开发综合评审科目试题。一般

理论知识或知识技能型职业考试要实现无纸化机考。

四、其他事项

（一）请有省级题库开发意向的单位填写《浙江省技能人才

评价题库开发项目申报表》（附件 2），按隶属关系报省技能评价

中心、市评价（鉴定）中心。各市评价（鉴定）中心根据申报单



— 4 —

位情况进行核实审查，提出推荐意见，汇总后于 6月 27日前将

文本与电子文档（附件 2申报表为 PDF格式，附件 3汇总表为

EXCEL格式）报送省技能评价中心竞赛指导科。

(二）省技能评价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人：孔海敏、黄燕桦

电子邮箱：184023117@qq.com

联系电话：0571-88394295、88381123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50号

附件：1.浙江省 2022-2023年省级题库资源待开发目录

2.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题库开发项目申报表

3.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省级题库开发申报推荐情况

汇总表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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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 2022-2023年省级题库资源待开发目录

（一）第一产业

序号 职业 工种
现行国标
版本

浙派类别

1 中药炮制工 —— 2019 浙派工匠(菌菇药材)

2 造林更新工 —— 老标 浙派工匠 (苗木花卉)

3 动物疫病防治员 —— 2020 浙派工匠 (畜牧养殖)

4 动物检疫检验员 —— 2020 浙派工匠 (畜牧养殖)

5 茶叶加工工 ——

老标，列入

2020-2022新

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 (蚕桑茶业)

6 农业技术员

园艺生产技术员 2020

农作物种植技术员 2020

畜牧技术员 2020

饲料配方师 2020

7 农作物植保员 —— 2020 ——

8 农业经理人 —— 2020 ——

9 农机修理工 —— 2020 ——

（二）第二产业

序号 职业 工种
现行国标
版本

浙派类别

10 品酒师
白酒、黄酒、果酒、露

酒、啤酒
2019 浙派工匠 (食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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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手工木工

室内木装修工 2019 浙派工匠 (木材加工)

木门窗工 2019 浙派工匠 (木材加工)

建筑木雕工 2019 浙派工匠 (木材加工)

木模板工 2019 浙派工匠 (木材加工)

12 机械木工 —— 2020 浙派工匠(木材加工)

13 纺织染色工 —— 2019 浙派工匠 (现代纺织)

14 织布工 织布机操作工 2019 浙派工匠 (现代纺织)

15 文物修复师 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 2021 浙派工匠 (工艺美术)

16 化工总控工 —— 2019 浙派工匠 (绿色石化)

17 药物制剂工 —— 2019 浙派工匠 (生物医药)

18 金属轧制工 轧钢工 2019 浙派工匠 (材料加工)

19 机床装调维修工

数控机床机械装调维

修
2018 浙派工匠 (设备制造)

普通机床电气装调维

修
2020 浙派工匠 (设备制造)

20 钳 工 —— 2020 浙派工匠 (设备制造)

21
多工序数控机床

操作调整工
—— 2021 浙派工匠 (机电制造)

22 模具工 冲压模、注射模 2019 浙派工匠 (机电制造)

23 电线电缆制造工 电线电缆挤塑工 2018 浙派工匠 (机电制造)

24
广电和通信设备

电子装接工
—— 2019 ——

25 仪器仪表制造工 仪器仪表装调工 2020 ——

26 水生产处理工 —— 2019 浙派工匠 (能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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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变配电运行值班

员

变电站运行值班员 2019 浙派工匠 (能源开发)

换流站运行值班员 2019 浙派工匠 (能源开发)

28 钢筋工 —— 2019 浙派工匠 (建筑施工)

29 架子工 —— 2019 浙派工匠 (建筑施工)

30 混凝土工

混凝土浇筑工 2019 浙派工匠 (建筑施工)

混凝土搅拌工 2019 浙派工匠 (建筑施工)

混凝土模板工 2019 浙派工匠 (建筑施工)

31 轨道交通信号工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工 2019 浙派工匠 (建筑施工)

32 缝纫工 —— 2021 浙派工匠 (服装制作)

33 服装制版师 2019 浙派工匠 (服装制作)

34 设备点检员

电气设备点检员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机械设备点检员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仪表设备点检员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35 变电设备检修工

变压器设备检修工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开关设备检修工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36 工程机械维修工 ——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37 评茶员 —— 2019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38 起重工 —— 老标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39
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员
2020 浙派工匠 (设备操作)

40 机动车检测工 在用车部分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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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产业

序号 职业 工种
现行国标
版本

浙派类别

41 智能楼宇管理员 —— 2018 浙派工匠 (公共服务)

42 保卫管理员 —— 2020 浙派工匠 (公共服务)

43 行政办事员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办

事员
2020 浙派工匠 (公共服务)

44 连锁经营管理师 —— 2020 浙派工匠 (营销服务)

45
机动车驾驶教练

员
—— 2018 浙派工匠(交通服务)

46
城市轨道交通服

务员

城市轨道交通站务员 2020 浙派工匠(交通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行车值

班员
2020 浙派工匠(交通服务)

47 网约配送员 —— 2021 浙派工匠 (物流服务)

48 快递员 —— 2019 浙派工匠 (物流服务)

49 快件处理员 —— 2019 浙派工匠 (物流服务)

50 供应链管理师 —— 2020 浙派工匠 (物流服务)

51
(粮油)仓储管理

员
—— 2019 浙派工匠 (物流服务)

52 保健按摩师

反射疗法师 2020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脊柱按摩师 2020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足部按摩师 2020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53 社会体育指导员 健身教练 2020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54 美发师 —— 2018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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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礼仪主持人 —— 老标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56 音响调音员 ——

老标,列入

2020-2022

新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57 电子竞技员 2020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58 电子竞技运营师 2020 浙派工匠 (休闲娱乐)

59 西式烹调师 —— 2018 浙派工匠 (美食制作)

60
农产品食品检验

员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员 2019 浙派工匠 (美食制作)

粮油质量检测员 2019 浙派工匠 (美食制作)

食品检验员 2019 浙派工匠 (美食制作)

61 营养配餐员

老标 2009,列

入 2020-2022

新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 (美食制作)

62 调酒师 ——

老标 2010,列

入 2020-2022

新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 (美食制作)

63
信息通信网络运

行管理员
—— 2019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64
物联网安装调试

员
—— 2020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65
区块链应用操作

员
—— 2021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66
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员

信息安全管理员 2020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互联网信息审核员 2020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67
计算机程序设计

员
——

老标，列入

2020-2022新

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68 人工智能训练师 2021 浙派工匠 (数字信息)

69
计算机及外部设

备装配调试员

计算机外部设备装配

调试员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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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设备装配

调试员
2019 ——

70 客户服务管理师

老标,列入

2020-2022新

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商业服务）

71 劳动关系协调员 —— 2019 浙派工匠 （人力资源）

72 形象设计师 ——

老标，列入

2020-2022新

国标计划

浙派工匠(设计服务)

73 色彩搭配师 —— 老标 浙派工匠 (设计服务)

74 家具设计师 —— 老标 浙派工匠 （设计服务)

75 家政服务员

母婴护理员 2019 浙派工匠 （生活照护）

家务服务员 2019 浙派工匠 （生活照护）

家庭照护员 2019 浙派工匠 （生活照护）

76
老年人能力评估

师
—— 2020 浙派工匠 （生活照护）

77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汽车电器维修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汽车维修检验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汽车美容装潢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汽车玻璃维修工 2018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78 计算机维修工 —— 2021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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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家用电器产品维

修工

家用空调器维修工 2020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家用电冰箱维修工 2020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家用洗衣机维修工 2020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家用电热水器维修工 2020 浙派工匠 （维修服务）

80 健康管理师 —— 老标 浙派工匠 （健康管理）

81 印前处理和制作员 平版制版员 2019 ——

82 印后制作员 印品整饰工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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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

题库开发项目申报表
（2022版）

职业（工种）项目 ：

申报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章）：

申报日期：2022年 月 日

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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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请按项目要求如实并完整填写相应内容。

二、请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影印资料，并标注“与原件一致”

字样，盖章确认。

三、请在规定时间内按隶属关系将材料以文本和电子文档方

式提交省技能评价中心、市技能人才评价（鉴定）中心。

四、请在申报前学习相应职业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浙

江省技能人才评价题库资源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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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单位全称

单位法人与

法人证书编码

（请附影印件）

申报职业名称
申报

工种名称

申报职业编码
申报

开发等级

项目联系人 手机号码

开发意向
意愿为牵头单位 意愿为参与单位

注：请根据《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题库资源管理办法》进行自评自荐

项目优势概述：

国家新职业研发经验：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职业与参与时间：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发经验：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职业：

人力社保部门国家题库开发经验：有 职业/等级/时间： 无

人力社保部门省级题库开发经验：有 职业/等级/时间： 无

注：1.以上项目优势请根据实际情况在对应内打“√”,并如实填写。

2.其他组织机构情况、拟建专家队伍、题库开发经验与未来开发方案、项目

保障与组织管理等优势，请另附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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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信息

项目负责人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或

职业资格
职务 学历学位

精通专业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单位电话

工作单位 所在部门

通讯地址

专
家
团
队
︵
请
附
影
印
件
︶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业资格

（等级与证书编码）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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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计划安排

开发计划 完 成 内 容 完成时间

终稿提交时间与主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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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意见

请确认申报内容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确定项目负责人和主要成员是否适合承担本项

目的开发任务等，给出申报意见。

单位（公章） ： 年 月 日

五、评价（鉴定）中心意见

请市级以上评价（鉴定）中心对申报资料进行核实审查，推荐该单位作为省级题

库开发的牵头单位或参与单位，并说明理由。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省级题库开发申报推荐情况汇总表（2022年）

市评价（鉴定）中心（盖章）：

序号 职 业 工种 等级 申报单位
推荐意见（请打“√”）

推荐理由概要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联系人： 填报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