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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做好工艺美术领域高技能人才 

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工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

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拓宽工艺美术领域人才发展空间，促进人才合理

流动，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

鲁轻联人„2021‟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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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的通知》（鲁人社

字„2021‟70 号）精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技能人才参评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一）范围对象 

在工艺美术领域生产一线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具有

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的技能人才，可按本通

知有关规定参加工艺美术专业技术职称评审。 

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职称与职业（工种）职业技能评价

对应表（试行）见附件。 

（二）申报评审条件 

1.基本条件 

符合我省工艺美术领域职称评价标准条件；遵守单位规章

制度和生产操作规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按照

规定参加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首次参加职称评审，技能培

训学时视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在现工作岗位上近 3

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2.等级申报条件 

（1）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

术技能工作满 2 年，可申报评审助理工艺美术师。 

（2）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术

技能工作满 3 年，可申报评审工艺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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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相应技

术技能工作满 4 年，可申报评审高级工艺美术师。 

（4）按照《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在企业试行

设立特级技师岗位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77 号）要求，

获得企业特级技师证书并聘用到特级技师岗位的高级技师，可

申报评审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3.绿色通道申报条件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技能人才、全国劳动模范的技

能人才、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的技能人才、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领办人、国家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领衔人、中

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获得者、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齐鲁大工匠”“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设区的市认定提供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待遇的技能人才，

可直接申报评审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世界

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大国工匠”、齐鲁技能大奖获得者、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产业技能类）、持有“山东惠才卡”的技

能人才，可直接申报评审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三）申报及审核要求 

工艺美术领域高技能人才申报评审职称与当年度职称工作

同步进行，申报时间、申报程序、申报渠道、公示公布、证书

发放等程序均按我省现行职称评审有关政策规定和评委会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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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发布的评审通知执行。 

（四）评审要求 

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充分体现其职业特点，在严格

标准、规范程序的前提下，坚持把职业道德放在评审的首位，

引导人才爱岗敬业，弘扬工匠精神。要以职业能力和工作业绩

评定为重点，注重评价高技能人才执行操作规程、解决生产难

题、完成工作任务、参与技术改造革新、传技带徒等方面的能

力和贡献，把技能技艺、工作实绩、产品质量、技术和专利发

明、科研成果、技能竞赛成绩等作为评价条件。 

二、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 

（一）范围对象 

参加工艺美术领域技能评价（含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下同），应为在技术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首次参评要求 

取得助理工艺美术师、工艺美术师和高级工艺美术师等专

业技术职称，且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申报要求的，可分别申报与

现岗位相对应职业（工种）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业技

能评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不受年限限制，可直接申报相应职

业（工种）高级技师资格。 

（三）晋级评价条件 

1.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在取得职业（工种）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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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职业等级 1 年后，其累计工作年限达到相应职业（工种）的

申报条件，可参加晋级评价。 

2.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高级技师资格的正高级工艺美术

师，或高级工艺美术师在取得现从事职业（工种）高级技师职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1 年后，且累计工作年限达到 4 年的，

可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在企业试行设立特

级技师岗位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77 号）要求，按照个

人申请、企业评聘的原则，聘用到企业特级技师岗位。 

（四）评价要求 

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应注重

技能考核。具有所申报职业（工种）或相关职业（工种）要求

的学历证书的，可免于理论知识考试。 

（五）参评程序及证书发放 

1.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评价，根据申报

职业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规定的职业资格评价实施部门（单

位）报名，由职业资格评价实施部门（单位）组织职业资格评

价，并为评价合格人员颁发职业资格证书。有关职业资格证书

信息可登录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平台进行查询（查

询网址 http://zscx.osta.org.cn）。 

2.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如申

报人员所在单位为已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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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自主评价企业，可参加由本单位组织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认定合格人员由企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如所在单位尚未

备案的，可参加在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社会培训

评价组织实施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认定合格人员由社会培训

评价组织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已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企业和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可登录国家技能人才评价信息服务平台（http://pjjg.osta.org.cn）

查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可登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联

网查询系统（http://jndj.osta.org.cn）查询。 

三、有关待遇 

对职业贯通后取得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职业

技能评价证书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结合岗位需要和个人意愿，

进行相应的岗位聘任并兑现待遇。 

按照中央和我省关于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有关要求，鼓励

各类企业对在聘的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学习进修、岗位

聘任、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比照相应层级工艺美术专业技术

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鼓励企业为各类优秀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设定特聘岗位津贴、带徒津贴等，参照企业内部中高级管理人

员标准落实待遇。 

四、工作要求 

在工艺美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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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贯通，是落实人才强省战略、人才评价制度改革的重

要举措。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统筹管理，各有关

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规范实施，不得随意降

低评价标准条件、扩大评价范围，并切实为广大工艺美术领域

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一）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落实各项要求，研究政

策、完善制度，正确把握改革方向。在安排部署、组织实施职

称评审工作时面向高技能人才明示相关政策，为符合条件的高

技能人才做好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服务。 

（二）高技能人才参加工艺美术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或工艺

美术专业技术人才参加技能评价，按我省现行职称评审和职业

技能评价收费相关政策执行。对符合免试专业理论的工艺美术

专业技术人才，不得收取专业理论考核费。 

（三）对伪造学历、资历、获奖、业绩等材料，剽窃他人

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实行“一票否决”，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5 年内不得再次申报职称评审或职业技能评价。 

（四）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勤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根据

本实施意见取得相应职称或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为水平

资格条件，不与转岗直接挂钩，岗位聘用按照事业单位聘用管

理相关规定执行。 

（五）各级工艺美术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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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积极引导广大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拓宽视野、

提升能力，成为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各级工艺美术专业技术职

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及办事机构和各级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职业技能评价实施组织，要加强沟通协调，简化流程手续，

为全省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优质服务。 

（六）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意见建议请及时与省轻工

联社联系。如遇有重大政策调整，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附件：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职称与职业（工种）职业技能

评价对应表（试行）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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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艺美术领域专业技术职称与职业（工种） 

职业技能评价对应表（试行） 

 

序号 
专业技术     

职   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名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编码 

1 

工艺美术 

会展设计师 4-07-07-01 

2 装饰美工 4-07-07-02 

3 花艺环境设计师 4-08-08-01  

4 纺织面料设计师                  4-08-08-02     

5 家用纺织品设计师 4-08-08-03 

6 色彩搭配师 4-08-08-04  

7 工艺美术品设计师  4-08-08-05 

8 装潢美术设计师 4-08-08-06    

9 室内装饰设计师 4-08-08-07    

10 广告设计师 4-08-08-08  

11 包装设计师 4-08-08-09 

12 玩具设计师 4-08-08-10 

13 首饰设计师 4-08-08-11 

14 家具设计师 4-08-08-12  

15 陶瓷产品设计师 4-08-08-13 

16 陶瓷工艺师 4-08-08-14 

17 地毯设计师 4-08-08-15 

18 皮具设计师 4-08-08-16 

19 鞋类设计师 4-08-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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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技术     

职   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名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编码 

20 

工艺美术 

灯具设计师 4-08-08-18 

21 照明设计师 4-08-08-19 

22 形象设计师 4-08-08-20 

23 草坪园艺师 4-09-10-02 

24 盆景工 4-09-10-03 

25 假山工 4-09-10-04 

26 插花花艺师 4-09-10-05 

27 影视置景制作员 4-13-02-01 

28 动画制作员 4-13-02-02 

29 影视烟火特效员 4-13-02-03 

30 影视服装员 4-13-02-08 

31 文物修复师 4-13-03-02 

32 竹麻制品加工工 5-05-06-05 

33 非织造布制造工 6-04-05-00 

34 印染前处理工 6-04-06-01 

35 纺织染色工 6-04-06-02 

36 印花工 6-04-06-03 

37 纺织印花制版工 6-04-06-04 

38 印染后整理工 6-04-06-05 

39 印染染化料配制工 6-04-06-06 

40 工艺染织品制作工 6-04-06-07 

41 服装制版师 6-05-01-01 

42 裁剪工 6-05-01-02 

43 缝纫工 6-05-01-03 

44 缝纫品整型工 6-05-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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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技术     

职   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名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编码 

45 

工艺美术 

服装水洗工 6-05-01-05 

46 绒线编织拼布工 6-05-01-06 

47 制鞋工 6-05-04-01 

48 制帽工 6-05-04-02 

49 家具制作工 6-06-04-00 

50 工艺品雕刻工 6-09-03-01 

51 雕塑翻制工 6-09-03-02 

52 陶瓷工艺品制作师 6-09-03-03 

53 景泰蓝制作工 6-09-03-04 

54 金属摆件制作工 6-09-03-05 

55 漆器制作工 6-09-03-06 

56 壁画制作工 6-09-03-07 

57 版画制作工 6-09-03-08 

58 人造花制作工 6-09-03-09 

59 工艺画制作工 6-09-03-10 

60 抽纱刺绣工 6-09-03-11 

61 手工地毯制作工 6-09-03-12 

62 机制地毯制作工 6-09-03-13 

63 宝石琢磨工 6-09-03-14 

64 贵金属首饰制作工 6-09-03-15 

65 装裱师 6-09-03-16 

66 民间工艺品制作工 6-09-03-17 

67 剧装工 6-09-03-18 

68 民间工艺品艺人 6-09-03-19 

69 玩具制作工 6-0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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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技术     

职   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名称 

技能类职业 

（工种）编码 

70 

工艺美术 

玻璃配料熔化工 6-15-03-01 

71 玻璃及玻璃制品成型工 6-15-03-02 

72 陶瓷原料准备工 6-15-05-01 

73 陶瓷成型施釉工 6-15-05-02 

74 陶瓷烧成工 6-15-05-03 

75 陶瓷装饰工 6-15-05-04 

76 古建琉璃工 6-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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