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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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成才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7 年 06 月

一、职业道德

本人自 2007 年 9 月工作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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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现职以来没有违规执业和挂靠现象，严格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严格遵守单位规章制度，任现职以来没有违规行为。敬业爱岗，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团结

向上，责任心强。积极主动向单位提出技术改进和工作拓展建议。

二、专业工作业绩（重要成果应提供证明材料）

本人自 2008 年入职公司以来，陆续担任软件工程师、软件研发经理、研发部副经理

等职务，参与和主持完成的新产品有数十个之多，其中承担国家创新基金一项，产品研发

取得专利和软著数十项。



三、专业技术能力（重要成果应提供证明材料）

本人入职公司以来，参与和主持完成数十项新产品的研发，大部分产业化。期间也作

为项目经理带领相关同事一起研发项目，所研发产品为单位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本人

积极参加各类继续教育培训，在职期间参加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远程本科教育。多次起草公

司产品的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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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多功能便携式展台 中国 2013200881293 2013/07/24

排名 （用“名次/总人数”表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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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改进图像变焦镜头原理，由原来的光学大镜头改进成摄像镜头，由原来独立可
调的灯光改进成随镜头自动跟踪的 LED 灯，有原来的方形折叠式大件物品改进成可
随身携带的物品。大大提高了用户体验，也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每台机器可
节约 150 元人民币，按年销售量 1万台计算，每年可以节约约 150 万人民币。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授权国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2

双备份可编程中央控制系统 中国 201310333150X 2016/12/28

排名 （用“名次/总人数”表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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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专利一直在使用中，产品批量销售而且运行稳定，整体效果良好，产品年产值
525 万元，年税金 10 多万元。本人在该项目中主要承担软件程序的编写工作，主
要分以下二部分：
1.总体软件框架的设计。
2.核心编程软件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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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成才

单位
评价
意见

评审材料是否经
单位公示

是
公示有
无异议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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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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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工作中积极主动和研发团队的同事在一起
再产品的研发上不断创新。负责的项目取得多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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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