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中级职称评审表——非网页填报部分

（供各中评委办公室设计评审表时参考）

申报评审委员会名称：（由中评委办公室设计评审表时确定）

姓名 傅其灵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 年 4 月

一、职业道德

本人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工作上，我始终坚持学习有关

建设工程施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标准，做到忠于职守、奉公守法、廉洁

自律、勤奋工作，不断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质量。同时谦虚好学、钻研业务、勇于奉献，工作认

真负责、责任心强，能够严格按照“诚信、守法、公正、科学”的原则开展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和

管理工作。能够敬岗爱业，工作上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生活上助人为乐，团结友爱，

关心他人。能够带领团队，团结一致，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投入到工作中。在今后的工

作还需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尤其是新技术新理论的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求实创新。在实

际工作中锻炼和成长，积累工作经验，培养工作能力争取更大的成绩。

二、专业工作业绩（重要成果应提供证明材料）

一、学习、工作简历情况

本人傅其灵，现年 33 岁，汉族，大专。

2006 年 7 月，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

2006 年 8 月至 2007 年 9 月，在苏州中亿光电有限公司做生产管理；

200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2月，浙江亿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任弱电工程师，项目经理；

2017 年 2 月至今，杭州恒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

二、曾参与建设工程项目

本人一直坚持在弱电系统工程施工第一线，参建多项弱电工程，其中不凡有一些代表性的工

程，如金华市东阳市工商银行远程监控联网工程，金华市东阳市农村信用联社远程数据监控联网

工程，金华市永康市农商银行大楼数字监控改造项目，衢州市素质综合教学基地 4D影院项目，衢

州市开化市电力局会议室系统集成项目，金华市技工学校户外 LED 广告大屏项目，杭州市利有商

务大厦会议室系统集成工程，温州市洞头供电公司监控大屏项目。在实际工作中，我始终保持认

真负责、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虚心学习努力工作，不断加强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水平。



三、专业技术能力（重要成果应提供证明材料）

本人工作过程中不断为自己加油充电，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和

专用能力。2011 年参加了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获得网络工程师（中

级）证书，2012 年获得信息项目管理师（高级）证书；2016 年参加并通过了二级建造师考试（机

电工程专业），同年参加低压电工，高级弱工程师培训，并考核通过。截止 2018 年 6 月参加了信息

系统集成及服务项目管理人员延续登记继续教育，并通过考核。2018 年 6 月参加杭州市专业技术人

员学习新干线平台学习，总分 96分，其中必修学分 76 分,选修学分 20分。同时认真学习相关法律

法规、专业技术知识，能将理论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工作经验，

以此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水平，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年来，本人通过系统地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坚持工作在工程施工第一线，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掌握了多项弱电工程方面专业技能。本人能熟练 office 等办公应用软件，熟练掌握 AutoCAD 制图，

具备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的业务水平，能独立完成整套施工方案的编制工作，并能根据工程实际情况

熟练的应用。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多样、变化多端的工作，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项目

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从事管理工作多年以来，我认为项目管理就是一个统筹安排，合理利用，

全面管理的系统。对人员、材料、机械、物品等都要精心地组织，调配，合理地利用。最大限度地

管好安全生产，坚持“安全第一”的方针，确保工程质量，坚持“质量求生存”的原则，严把工程

质量关，力争工程进度迅速，遵守施工合同，降低工程成本，在最短时间内创造质量最好、生产最

安全、工程成本最低的工程项目。

四、社会影响（应提供证明材料）

可从以下方面简述：①获劳模、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②担任行业协会职务。



五、重要专技成果

5.1 重要专利（限填 2项，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国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1

排名 （用“名次/总人数”表示）

进程 □已受理 □已公开 □已授权

类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申报人所承提的主要工作及该专利的实施情况，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限 300 字）：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国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2

排名 （用“名次/总人数”表示）

进程 □已受理 □已公开 □已授权

类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申报人所承提的主要工作及该专利的实施情况，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限 300 字）：

注：按专利证书如实填写。排名用“名次/总人数”表示，如 2/8 表示该专利共有 8个

设计人，申报人排名第 2。经济效益可以从年产值、年利润、年税金、年创汇和年节汇

情况（年创汇、年节汇转换成美元表述，其他用人民币万元表述）等方面进行简述。



5.2 主要学术技术成果获奖情况（限填 2项，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序号 获奖项目 奖励年度、名称、等级

1

授奖部门 （以证书公章为准）

排名 （用“名次/总人数”表示）

申报人在该获奖项目中所承担的主要工作（限 300 字）：

序号 获奖项目 奖励年度、名称、等级

2

授奖部门 （以证书公章为准）

排名 （用“名次/总人数”表示）

申报人在该获奖项目中所承担的主要工作（限 300 字）：

注：请按获奖证书如实填写。“奖励年度、名称、等级” 填写举例：2015 年浙江省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排名用“名次/总人数”表示，如 2/8 表示该项目共有 8个完成人，申

报人排名第 2。



5.3 承担项目（基金）情况（限填 2项，应提供项目、基金立项通知书、合同书、验收报告）

序号 项目（基金）名称 项目（基金）来源 金额（万元） 起止年度 排名
是否

结题

1

申报人在该项目（基金）中承担的主要工作（限 300 字）：

序号 项目（基金）名称 项目（基金）来源 金额（万元） 起止年度 排名
是否

结题

2

申报人在该项目（基金）中承担的主要工作（限 300 字）：

注：项目来源可根据项目（基金）批准单位或组织验收单位填写，项目排名用“名次/

总人数”表示，如 2/8 表示该项目共有 8 个主要参研人员（含项目负责人），申报人排

名第 2。



5.4 代表性著作（包括教材）、论文情况（限填 2篇，应提供论著证明材料，论文索引情况、影

响因子及被引用次数还需提供检索证明报告）。

序号 代表性论文、著作(包括教材)、研究技术报告、重要学术技术会议邀请报告

1

论文（或著作）

题目

刊物名称

出版社名称

期刊号

或书号

发表时间

或出版时

间

排

名

论文

索引

情况

论文

影响

因子

被引

用次

数

申报人的主要贡献，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与程度、学术技

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等（限 300 字）：

序号 代表性论文、著作(包括教材)、研究技术报告、重要学术技术会议邀请报告

2

论文（或著作）

题目

刊物名称

出版社名称

期刊号

或书号

发表时间

或出版时

间

排

名

论文

索引

情况

论文

影响

因子

被引

用次

数

申报人的主要贡献，包括：提出的学术技术思想、创造性、研究工作的参与程度、学术技

术刊物中的主要引用及评价情况等（限 300 字）：

注：排名用“名次/总人数”表示，如 2/8 表示该论文或著作有 8位作者，申请人排名

第 2。论文索引指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等。对索引情况、影响因子及被引用次数等

概念不了解，可不填写。



六、其他重要材料简述

个人声明：本人上述所填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特此声明！

申报人签名：傅其灵

单位

评价

意见

评审材料是否经

单位公示
是

公示有

无异议
无

有何

异议

（注：单位意见还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职业道德，含工作表现；二是工作能力和工作

业绩的评价；三是对评审材料真实性的确认。）

该员工自 2017 年 2 月工作以来，在公司一直遵守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一直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遵守行业规范，任现职以来没有不良记录，严格坚守
职业道德底线。严格遵守单位规章制度，敬业爱岗，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团结向
上，责任心强。工作能力极强，将自身的工程专业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
还不忘带领团队成员一起研究项目实施的效率与创新。
该上报材料情况属实。

（盖章）

2018 年 7 月 23 日



评审表说明
（此页不需要打印）

1．本表所填内容不得涉及国家秘密。

2．《杭州市中级职称评审表》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为“网页填报部分”和

“非网页填报部分”。

3.《评审表-网页填报部分》全市统一，直接通过杭州市职称系统

（http://hzzcpd.zjhz.hrss.gov.cn）在网页上填写，不提供 word 表式

下载，网上材料上报后打印。

4.《评审表-非网页填报部分》仅供各中评委办公室设计各自所用《杭州市

中级职称评审表－非网页填报部分》时参考，实际表式以中评委办公室

年度评审通知为准。

5.《评审表-非网页填报部分》主管部门意见栏目之前所填内容，请用计算

机编辑、排版后，并将 word 格式的《评审表-非网页填报部分》转换成

PDF 格式，上传至杭州市职称系统相应位置。

6.《评审表-网页填报部分》部分内容和《评审表-非网页填报部分》全部

内容，将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于组织评审前在互联网上公示。

7. 存档时如需封面，请自行下载《杭州市中级职称评审表》封面打印并装

订，封面页不需上传到杭州市职称系统。

8．相关表式可从市职称系统表格下载栏目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