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三级专业技术岗位申请表 

 
 

 

 

 

 

 

 

 

 

 

 

 

 

 

单        位       XX研究所    

姓        名        XXX        

申请岗位等级      专业二级     

填 表 时 间  XXXX年 XX月 XX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制



 

填表说明 

1.出生年月、评定时间：一律用公历，按 xxxx 年 xx 月格式填写。 

2. 现所在处室：填写所在处室名称，所领导填写单位名称。 

3. 从事专业：填写至二级学科。 

4. 申报依据：根据岗位任职条件填写，相关成果、奖项及称号须写明具体

名称。例如：“在四级岗位任职满 5 年，且独著《xxxx》获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

等奖”。 

5.主要学历：起止年月栏内按 xxxx 年 xx 月至 xxxx 年 xx 月格式填写，从低

至高填写。 

6.主要学术经历：反映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经历,包括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情况、国内外进修学习情况，如做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等。起止年月栏内按

xxxx 年 xx 月至 xxxx 年 xx 月格式填写。 

7.承担重要项目：指省部级及以上重要科研项目，以及重要国际合作项目。

项目类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国际合作；本人角色栏内填写本人在项目中承担

的角色，例如：主持人，第一主持人等。 

8.主要学术荣誉称号：指国家级学术荣誉称号或国外授予的重要荣誉称号。

国家级学术荣誉称号如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

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等。国外授予的重要荣誉称号如名誉院士

等。 

9.重要获奖情况：指独著或作为第一作者的科研成果，或主持（承担）的科

研项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学术专项奖）。作者排名指获奖证书

上所标注的获奖人的排名次序；奖项类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获奖年份按 xxxx

年格式填写。 

10.重要学术兼职：指在全国性的学会或学术组织（团体）任常务理事及以

上职务（含在国际性学术团体中的相应任职），以及在重要学术刊物任副主编及

以上职务。 

11.代表性论文、著作、研究报告：按论著的学术贡献重要性排序，名称栏

中，论文须注明作者（按原排序），题目，期刊名称，卷（期）（年），起止页码；

著作须注明作者，题目，出版社，出版年份。研究报告须注明作者，题目，完成

年份；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包括主要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创新，学术刊物中的重要

引用及评价情况等。 

12.主要业绩：综合反映本人的学术成就和重要学术贡献。 

13.评审及聘用意见：所在单位推荐意见栏内单位盖章为研究所章或所评审

委员会章。 

14. 表中所有要求签字处，均须手写或加盖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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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姓名 XXX 性别 X 民族 X族 

一寸免冠 

彩色近照 

出生 

年月 
XXXX年XX月 

政治 

面貌 
XXXX 

最高学历 

或学位 
XX 

现所在 

处室 
XXXX研究室 职务 XXX 从事专业 XXXXX 

现专业技术职务 

及评定时间 
XXX，XXXX年XX月 

现岗位等级 

及评定时间 
专业X级，XXXX年XX月 

 

二、申报依据 

 

在三级岗位任职满 5年，且独著《xxxx》获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三、主要学历（6 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系及专业 学历/学位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XX大学 XX院系 XX专业 学士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XX大学 XX院系 XX专业 硕士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XX系 XX专业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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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学术经历（10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XX单位 XX所 XX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XX单位 XX所  

YYYY年 XX月  研究室副主任 

YYYY年 XX月  研究室主任 

   

   

   

   

   

   

 

五、承担重要项目（6 项以内）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经费 本人角色 起止年月 

XXXXXXXXXXXX 国家级 XXX万元 主持人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XXXXXXXXXXXX 省部级 XX万元 主持人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XXXXXXXXXXXX 国际合作 X.X万元 
第一 

主持人 

YYYY年 XX月至

YYYY年 XX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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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学术荣誉称号（6 项以内） 

荣誉称号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人社部 XXXX年 XX月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 

领军人才 
中组部 XXXX年 XX月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工程 
中宣部 XXXX年 XX月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人社部 XXXX年 XX月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人社部 XXXX年 XX月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务院 XXXX年 XX月 

七、重要获奖情况（6 项以内） 

成果名称及形式 奖项名称及等级 作者排名 奖项类别 获奖年份 

论文《XXXXXXXX》 
第 X届院优秀科研 

成果奖二等奖 
一 省部级 XXXX年 

论文《XXXXXXXX》 
院 XX年优秀对策信息 

对策研究类一等奖 
一 省部级 XXXX年 

专著《XXXXXXXX》 胡绳青年学术奖 一 省部级 XXXX年 

     

     

     

八、重要学术兼职（4 项以内） 

学术或社会团体名称 担任职务 起止年月 

XXXXXXXXX协会 常务理事 XXXX年 XX月至今 

XXXXXXXXX协会 会长 
XXXX年 XX月 

至 XXXX年 XX月 

XXXXXXXX团体 主席 
XXXX年 XX月 

至 XXXX年 XX月 

《XXXXX》期刊 主编 XXXX年 XX月至今 

批注 [Y1]: 以下是一些重要称号的规

范写法，请按示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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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代表性论文、著作、研究报告（3 篇/部以内） 

名称：张 XX,《XXXXXXXXXXXXXXX》，《期刊名称》XXXX年第 X期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 

本文„„ 

名称：张 XX、王 XX，《XXXXXXXXXX》，XXXXXX出版社 XXXX年 XX月第 X版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 

本书„„ 

名称：张 XX，《XXXXXXXX研究报告》，XXXX年 XX月上报 xx部委，结项号 XXX 

主要贡献及引用评价： 

本研究报告„„ 

批注 [Y2]: 代表作须为独著或第一作

者，填写的内容与提供的 3 部代表作

原件一致（如有涉密报告，原则上不

超过 1 部，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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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业绩（800 字以内） 

本人„„ 

本人承诺上述一至十项所填的内容真实可靠。 

本人签名：XXX 

XXXX年 XX月 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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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审及聘用意见 

所级评审委员会推荐结果 

 

评委会应到 X人，实到 X人，符合法定人数。 

评委会评审情况：同意 X人，不同意 0 人，弃权 0 人，结果为 XX（通过或不

通过）。 

 评委会主任（签字）：XX 

 XXXX年 XX月 XX日 

所在单位推荐意见 

 

同意推荐 XXX参加院专业技术 二级岗位评审。 

 单位（盖章） 

XXXX年 XX月 XX日 

院级评审委员会 

 

评委会应到  人，实到  人，符合法定人数。 

评委会评审情况：同意  人，不同意  人，弃权  人，结果为     （通过或

不通过）。 

 评委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聘用意见 

 

 

同意聘至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期自 XXXX年 XX月算。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XXXX年 XX月 XX日 

 

批注 [Y3]: 此栏待院务会议审议分级

工作后再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