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称申报人员操作手册和常见问题 

1 

 

目录 
第一章 引言 ................................................................................................................................................... 2 

1.1 目的 ................................................................................................................................................. 2 

1.2文档范围 .......................................................................................................................................... 2 

1.3读者对象 .......................................................................................................................................... 2 

1.4图例说明 .......................................................................................................................................... 2 

第二章 网办用户操作说明 ........................................................................................................................... 3 

2.1 浏览器使用建议 ............................................................................................................................. 3 

2.2 职称评审申报入口 ......................................................................................................................... 3 

2.2.1 人才服务云平台 ................................................................................................................. 3 

2.2.2 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 4 

2.3 职称评审申报信息填写 ................................................................................................................. 6 

2.3.1 职称申报基本信息 ............................................................................................................. 7 

2.3.1.1 个人基本信息 ......................................................................................................... 7 

2.3.1.2 申报基本信息 ......................................................................................................... 9 

2.3.2 学历学位信息 ................................................................................................................... 10 

2.3.3 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 ........................................................................................... 12 

2.3.4 参加学术团体情况 ........................................................................................................... 13 

2.3.5 社会兼职情况 ................................................................................................................... 13 

2.3.6 奖惩情况 ........................................................................................................................... 14 

2.3.7 工作经历 ........................................................................................................................... 15 

2.3.8 继续教育情况 ................................................................................................................... 16 

2.3.9 学术成果信息 ................................................................................................................... 17 

2.4.1 工作业绩 ........................................................................................................................... 18 

2.4.2 工作总结 ........................................................................................................................... 19 

2.4.3 年度考核信息 ................................................................................................................... 20 

2.4.4 发明专利 ........................................................................................................................... 21 

2.4.5 单位公示及结果报告证明 ............................................................................................... 22 

2.4.6 破格申报材料 ................................................................................................................... 23 

2.4.7 其他材料 ........................................................................................................................... 24 

第三章 网办常见问题汇总 ......................................................................................................................... 26 

1.1申报人问题汇总 ............................................................................................................................ 26 

1.1.1申报人因各种原因需要取消当前申报或要求退回修改的 ............................................ 26 

1.1.2上传材料时，目前仅支持上传一个文件，多次上传会导致最新上传的文件总是覆盖上

一份上传的文件 ........................................................................................................................... 26 

1.1.3申报人填写申报信息填写单位时，搜索不到自己所在的单位。 ................................ 26 

1.1.4退回修改的申报信息（包括初定以及评审）在哪看 .................................................... 26 

1.1.5申报人选择评委会时选择不到，显示暂无数据 ............................................................ 27 

1.1.6上传考核表和继续教育图片（包括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等）时，部分无法上传 ..... 27 

1.1.7职称证明类型是选择单位同意证明还是个人承诺书 .................................................... 27 

1.1.8申报无法接收到职称的短信通知。 ................................................................................ 28 

1.2网办大厅其他问题汇总 ................................................................................................................ 28 

1.2.1网办大厅登录页面显示异常或打不开 ............................................................................ 28 



职称申报人员操作手册和常见问题 

2 

 

 

第一章 引言 

1.1 目的 

为了让用户在第一次使用时可以很快上手操作，特地编写此用户操作手册，为用户

提供便利，解决在使用本软件时碰到的一系列疑问。 

1.2 文档范围 

本操作手册适用于江苏人社一体化系统职称评审申报人员阅读使用。 

1.3 读者对象 

使用本系统的所有用户。 

1.4 图例说明 

1、 表示必录 

2、 表示下面有内容，需要点击展开 

3、 表示搜索，点开会弹出窗口 

4、其余待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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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办用户操作说明 

2.1 浏览器使用建议 

推荐安装使用最新版本的 Firefox（火狐浏览器）、谷歌浏览器或者 360浏览器

（极速模式）进行职称评审业务申报办理，使用其他浏览器可能会造成浏览器界面加

载异常或申报材料上传错误等问题。 

    Firefox（火狐浏览器）下载地址：http://www.firefox.com.cn/ 

 谷歌浏览器下载地址：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360浏览器下载地址：https://browser.360.cn/ 

 

2.2 职称评审申报入口 

2.2.1 人才服务云平台  

访问网址： https://jssrcfwypt.org.cn/web/cdsu/rcfw/gr 

使用浏览器访问以上网址后依次点击①个人业务、②省人社厅板块、③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服务（职称）进入专业技术人员服务专区后滑动到页面底部，点击

“职称评审申报”事项进行职称评审申报。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https://browser.360.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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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 

访问网址：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 

使用浏览器访问以上网址后点击页面右上角的“您好！请登录”登录个人账

号，如果没有个人账号请先进行账号注册！点击“立即注册”按钮根据所需信

息注册个人账号。 

 

https://rs.jshrss.jiangsu.gov.c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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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个人账号后依次点击①个人办事、②人事人才、③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④

职称评审申报、点击⑤“申报”进行职称评审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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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职称评审申报信息填写 

写在申报之前： 

1. 请申报人对照所申报系列（专业）的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自评是否满足基本申报

条件。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查询请点网址：

https://jssrcfwypt.org.cn/web/cdsu/zjfwzq/bztj 查看。 

2. 如自评满足申报条件，请先确认本次申报的职称专业和层级，点击评委会信息

查询确认您所申报评委会的开放状态，评委会信息可在申报对象须知中点击

“评委会信息查询”按钮查看。 

 

https://jssrcfwypt.org.cn/web/cdsu/zjfwzq/bztj


职称申报人员操作手册和常见问题 

7 

 

2.3.1 职称申报基本信息 

2.3.1.1 个人基本信息 

 

① 个人基本信息：无须手动填写，自动获取个人登录账号信息其中居住地址为文本输

入框按照提示要求进行填写，政治面貌为单选下拉选择框，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② 本人照片：自动获取电子社保卡照片，可以点击照片进行替换。 

③ 现任党政职务、电子邮箱、移动号电话：都为文本输入框，请按照本人真实信息填

写，部分地区职称评审信息将通过电子邮箱或短信形式进行通知。 

④ 是否委托评审：（下拉框选择：是/否）此选项一般为省外地区委托省内进行评审申报

需选择：是，省内人员一般选择：否。 

 

⑤ 所属行政区划：下拉框选择一般为工作单位所在地区，省直参保人员请选择：省本级

（省直），地市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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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现职称）：文本输入框可以录入汉字，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用时间：日期选择，请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专业技术工作年限：数字输入框只能填写数字，请按照实际情况填写。 

⑦ 现从事专业：单选下拉选择框，支持录入汉字模糊查询，请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⑧ 参加工作日期：日期选择，请按照实际情况选择； 

参保单位：自动获取无须填写（如果出现已参保未显示的情况，请先与工作单位联系

确认您在江苏省内的参保缴费信息），未在江苏省内参保人员无法获取。 

⑨ 工作单位性质：单选下拉选择框其中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需填写工作单位

信息或社会团体名称并按照本次申报专业选择对应行政主管部门；个人经营组织和

自由职业者只需选择行政主管部门。 

 
⑩ 实际工作单位是否在江苏参保：单选下拉选择框，请按照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 

 

 工作单位：请输入单位全称、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单位编号后点击“放大镜”

图标进行查询后在弹出界面点击“选择”按钮选择对应信息（注意：一般只有一条信息

提供选择。如有多条信息请选择单位实际参保信息）。 

⑪ 行政主管部门：请确认您本次申报的行政区划（一般为工作单位所在地区。央企和外

省驻苏单位须提交委托评审函，申报高级职称请直接选择省直， 申报初中级职称请

选择驻地所在设区市。省属单位选省直、市属单位选择市直，其他单位选择单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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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已下放评审权的高等院校选择省直， 行政主管部门选“无”），按实际所在行政

区划进行申报。工作单位所属的行政主管部门，如：专家和留学服务中心是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所属的事业单位， 该单位人员在职称申报时行政主管部门选择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民营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填“无”。 

2.3.1.2 申报基本信息 

 

① 申报级别：单选下拉选择框，请按照实际需要申报的职称级别选择。 

 
② 申报专业：单选下拉选择框，支持使用汉字就进行模糊搜索，请选择实际需要申报的

专业。 

③ 申报资格名称：无须填写根据申报级别和申报专业自动填充申报资格名称（如果申

报资格名称有多条的情况需要手动选择一条）。 

④ 申报评委会：无须填写根据所属行政区划、申报级别、申报专业展示符合条件的评委

会供选择，如果提示“未查到相关的评委会，请确认选择的行政区划、级别、专业!”

请使用评委会信息查询功能确认您所要申报地区的评委会是否开放申报中，未开放

请联系评委会咨询。 

⑤ 申报类型：目前分为：正常申报、破格申报、考核认定，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您的申

报方式，选择破格申报需要填写破格申报原因和上传对应的破格申报材料。 

⑥ 申报点名称、申报点地址、固定电话、电子邮箱：无须填写，选择评委会后自动填充

相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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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申报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请点击页面底部“暂存”按钮进行业务暂存，暂存后可继续

填写其他申报信息，左边菜单栏中所有条块内容填写完整后方可点击“确认提交”按钮，

提交后，对填报的内容不能再进行修改。 

2、职称申报是集中受理集中审核评审的事项，非一事一办即刻办理事项，各职称管理

部门审核有相应的工作时间安排，申报人员填报提交后请耐心等待和关注职称管理部门

的审核情况，审核情况可以在个人中心找到办理中的办件（职称评审）办件查看办件详

情，点击“查看审核进度”按钮查看审核进度。 

3、在申报信息填写过程中可以点击“申报表预览”按钮查看个人申报表格式，申报业务

确认提交后可以在个人中心找到办理中的办件（职称评审）办件查看办件详情，点击“申

报表”下载按钮下载申报表。 

2.3.2 学历学位信息 

 学历学位信息填写栏目系统会根据申报人员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从学信网获取申报

人员所有的学历信息（学信网获取的到信息学历和学位验证标识为：是，且无须上传学

历和学位材料），申报人可以选择直接从获取信息中选择一条作为本次职称申报学历；

申报人也可以删除学信网验证信息后点击①“添加”按钮在弹出的信息框中录入信息后

点击②“保存”录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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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录入完成后申报人可以点击以下按钮继续填写： 

① 编辑：对录入的学历和学位信息内容进行修改。 

② 学历上传：上传学历对应的佐证材料（只能上传 PDF 格式的文件）。 

③ 学历预览：预览上传的学历材料。 

④ 学位上传：上传学位对应的佐证材料（只能上传 PDF 格式的文件）。 

⑤ 学位预览：预览上传的学位材料。 

 
注意事项： 

学历和学位信息可以录入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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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 

 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栏目支持申报人员录入本人的职称证书、行业准入资格、

职业资格情况和职业技能证书信息；点击①“添加”按钮在弹出的信息框中录入信息后

点击②“保存”按钮完成信息录入，录入完成后点击③“材料上传”可以上传 PDF 文件

格式的相关佐证文件（行业准入资格、职业资格情况和职业技能证书信息录入同上）。 

注意事项： 

1、此项目中行业准入资格、职业资格情况和职业技能证书信息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

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2、无职称人员可在资格名称录入汉字“无”、资格等级选择“其他”且无须上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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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参加学术团体情况 

 参加学术团体情况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录入开始时间、学术团体、任职情况

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击③“材料上传”完成信息填写。 

注意事项：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2.3.5 社会兼职情况 

 社会兼职情况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后录入开始时间、结束时间（非必填）、兼

职任务、团体或单位名称、社会兼职情况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完成信息录入，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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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2.3.6 奖惩情况 

 奖惩情况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后录入奖励类型、奖励名称、获奖时间、授予

部门、奖励等级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击③“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

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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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2.3.7 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后录入工作起始时间、工作结束时间、单位名

称、部门、岗位、职务、主要从事技师工作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击③“材料上传”

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1、此项目为必填项，必须进行填写。 

2、工作经历与社保信息一致无须上传佐证材料，不一致需要上传佐证材料，未在江苏

省内参保人员请上传提供工作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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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继续教育情况 

 继续教育情况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后录入继续教育内容、组织的那位全称、

继续教育经历开始日期、继续教育经历结束日期、学时数、学分、备注后点击②“保存”

按钮后点击③“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1、 此项目为必填项，必须进行填写。 

2、 学时数、学分可以只录入其中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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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学术成果信息 

 学术成果信息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后录入相应信息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

点击③“word 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word 文件，大小无限制），点击④

“材料上传”上传 word 文件的 PDF 版本材料。 

注意事项： 

1、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2、 学术成果信息的 word 和 pdf 材料都需要上传，否则无法完成本次申报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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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工作业绩 

 工作业绩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录入相应信息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击③

“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1、 此项目为必填项，必须进行填写。 

2、   工作业绩可以录入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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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工作总结 

 工作总结为文本编辑器，可以录入汉字并使用①中的各种功能按钮调整文字格式，

录入完成后点击②“保存”按钮保存信息；录入完成后可以点击页面底部按钮“申报表

预览”查看文件格式，确保工作总结栏目无问题。 

注意事项： 

1、此项目为必填项，必须进行填写。 

2、工作总结至少录入 800 字，建议不超过 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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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年度考核信息 

 年度考核信息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录入相应信息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

击③“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1、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2、 企业单位人员如果没有年度考核信息可不做填写，事业单位必须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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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录入相应信息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击③

“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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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单位公示及结果报告证明 

 单位公示及结果报告证明需要申报人下载系统中提交的“单位同意证明”和“个人

承诺书”后完善信息签字盖章后扫描文件的 PDF 版本上传。 

注意事项： 

1、 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单位同意证明必须填写上传，自由职业者和个人经

营组织无须。 

2、 个人承诺书必须填写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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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破格申报材料 

 破格申报材料申报人点击①“添加”按钮录入相应信息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

击③“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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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其他材料 

 其他材料支持申报人录入左侧信息填写栏目中不包含的信息，点击①“添加”按钮

录入相应信息后点击②“保存”按钮后点击③“材料上传”上传对应的佐证材料（只支

持 PDF 文件，大小建议不超过 20M）。 

注意事项： 

此项目为非必填项，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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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信息全部填写完成后点击页面底部“确认提交”按钮完成职称评审申报，提交后您

无法主动发起退回修改或终止申报，您可以再个人中心—网办大厅—办理中的职称评审

办件点击“查看办件详情”并点击“查看审核进度”按钮查看您本次申报的审核进度；

如您需要修改当前已提交的申报信息请联系当前审核进度对应部门退回您的申报申请

后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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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网办常见问题汇总 

1.1 申报人问题汇总 

1.1.1 申报人因各种原因需要取消当前申报或要求退回修改的 

 解决方法： 

A.已提交申报信息：建议申报人联系当地职称办的业务人员对其进行线上审核

不通过或退回修改等操作（联系方式在申报人的申报基础信息页面有显示）。 

B.仅暂存申报信息：正常情况下，可通过个人中心-->我的办件-->点击“修改”按

钮-->取消受理-->输入取消受理原因-->点击“提交受理”。即会跳转到业务办理成功页

面，即取消受理成功。 

1.1.2 上传材料时，目前仅支持上传一个文件，多次上传会导致最新上传

的文件总是覆盖上一份上传的文件 

解决方法：建议用户或申报人将所有材料扫描到同一份文件（如 PDF）中，且文件

大小最大限制为 20M。 

 

1.1.3 申报人填写申报信息填写单位时，搜索不到自己所在的单位。 

考虑基础库没有录入该家单位的信息或者录入信息错误（如单位名称错误等情况都

可能导致系统里搜索不到该家单位）；解决方法： 

 

请核实单位名称是否为全称、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编号是否正确。 

1.1.4 退回修改的申报信息（包括初定以及评审）在哪看 

功能位置：个人登录网办大厅-->个人办事-->我的办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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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申报人选择评委会时选择不到，显示暂无数据 

解决方法：考虑申报人所申报的专业是否开放申报，并询问申报人其申报的专业、

级别和选择的行政区划等。处理方法：首先建议申报人先确认申报等级、申报专业选择

是否正确，再点击“评委会信息查询”按钮确认您所要申报评委会的开放状态。 

 

1.1.6 上传考核表和继续教育图片（包括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等）时，部

分无法上传 

解决方法：将文件资料转为 PDF 格式，文件大小不要超过 20M。 

 

1.1.7 职称证明类型是选择单位同意证明还是个人承诺书 

个人申报工作单位性质为企业、机关事业时，需要同时上传单位同意证明和个人承

诺书，在选择单位性质为自由职业者时，只需要上传个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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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申报无法接收到职称的短信通知。 

解决方法：平台不会因为功能，针对部分申报人而不发短信，就是不存在漏发，可

能是因个人手机无论是隐私设置还是有安全应用 app 不排除有屏蔽或者过滤短信的功

能导致没有提醒或者在垃圾短信分类里，平台在后期会更新审核进度提醒，申报人可以

自行查看。 

 

1.2 网办大厅其他问题汇总 

1.2.1 网办大厅登录页面显示异常或打不开 

解决方法：首先考虑网络问题，如 ping10.79.196.6 能 ping 通；然后考虑浏览器，

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或 360 极速模式；如果还是不行，考虑

CTRL+shift+delete 来清除历史浏览数据，刷新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