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西 省 教 育 厅

晋教审批函〔2022〕21号

山西省教育厅关于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

高级职称评审线上答辩事项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各有关单位：

按照《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晋教师

函〔2021〕75号）、《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西省

教育厅关于 2018年度全省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

审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18〕1436号）和《山西省

职称评审实施细则》（晋人社厅发〔2021〕28号）等文件精

神，省教育厅决定由山西省实验系列高级职务评委会组织开展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晋升高级职务评审学术答辩。现就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答辩人员

材料符合申报要求的申报正高级实验师、高级实验师的人

员。（申报人员具体分组及答辩顺序见附件 1）

二、答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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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时间：2022年 12月 29日-30日，上午 8:00开始，下

午 14:00开始。

三、答辩形式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工作采用线上评审，由

省教育厅统一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在主参评场地组织开展评审，

各高校（单位）负责分会场评审组织工作。

四、答辩要求

各答辩人员总时间不超过 30分钟，包括本人自我介绍和

学术答辩两个环节：

1.本人自我介绍。时间不超过 5分钟，内容包括：所从

事的专业及研究方向、所授课程名称和申报职务、近 5年学术

研究情况及取得的成果、所解决的理论实践问题、答辩论文的

主要学术观点及学术创新点。

2.学术答辩。时间不超过 25分钟，学术答辩以问答为主，

主要考察参评人答辩论文的真伪、学术水平的高低，衡量其教

学科研成果在所从事专业领域内的学术位置和作用。评委根据

答辩者提交的论文和总结，拟出 3道答辩题，由答辩者从中选

择 2道题回答。参评人回答问题结束后，评委当场进行点评。

对学术上有争议的观点，答辩人员和评委可书面呈高评会裁定。

五、线上评审要求

（一）准备阶段

1.各高校（单位）须成立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

审高校（单位）考务组，填写《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

评审高校（单位）考务组名单》，并于 12月 20日 18：00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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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的 PDF名单发送至 spc@sxedc.com。

2.各高校（单位）须于 12月 26日前确定好参评教师参

评场地，按照各校（单位）答辩人员所在组别分配不同的评审

教室。准备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作为答辩正向摄像使用，所

有电脑需加装话筒和扬声器，同时在电脑上安装并熟悉腾讯会

议软件操作。各单位要确保参评场地网络信号良好、稳定。需

提前架设可供反向摄像的视频设备，反向摄像资料由各单位收

集并于 12月 30日下午 17：00前打包发送至 spc@sxedc.com。

3.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将于 12月 27日上午将腾讯会议会

议号发给各单位，并分别于 27日下午 15：00、28下午 17:00、

29日晚上 19：00开始组织三次远程同步视频调试。

（二）答辩阶段

1.答辩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签到入场。要主动将身份

证原件、手机及其他电子产品交给工作人员保管，并遵守规定，

服从安排，保持安静。

2.答辩人员提前到达答辩分会场等候，按照答辩顺序，

根据实际进度参加答辩，逾期不答辩者视为自动放弃。

3.答辩人员答辩时不得携带任何讲稿、提纲和其他无关

材料进入答辩现场。答辩完成后，须到签到处签退，领取本人

物品。

4.各分会场评审教室只允许参加答辩人员和一名技术工

作人员在场，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参评现场。

5.12月 29日上午、12月 29日下午和 12月 30日上午开

评前半小时，各高校（单位）工作人员要再次检查设备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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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确认音质和画面是否符合要求。

正向摄像画面模板如下：

反向摄像画面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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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审过程中，要确保设备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答

辩人员全程正面免冠朝向摄像头，不佩戴口罩，头发不遮挡耳

朵，不戴耳饰、无线耳机等，要确保能够拍摄到本人头、肩、

臂、手等部位，并保证面部清晰可见。答辩人员如听不到评委

声音或者出现其他特殊情况，答辩人员先不要擅自离开网络界

面，应由工作人员及时与省教育厅考务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及时处理问题。

（三）结束

每位答辩人员要按照工作人员要求进行参评，答辩时间满

30分钟时，评委传达指令，答辩人员停止答辩。

六、工作要求

1.各高校（单位）接到本通知后，要及时通知每位参评

人员，做好相应准备工作，在组织具体评审工作中，要履行第

一责任人职责，层层把关，严密组织。

2.各高校（单位）考务组要对参加本年度答辩人员身份

进行核实，凡出现替代等弄虚作假行为的，一律取消本年度参

评资格。

3.各高校（单位）考务组工作人员和答辩人员应自觉维

护评审答辩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如出现工作人员与答辩人

员串通影响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取消该答辩人员本年度参评

资格，工作人员按相应工作纪律进行处理。存在违反法律规定

等行为的，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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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有高校（单位）要按照我省疫情防控相关政策严密

组织本次评审工作。所有工作人员和答辩人员要做好健康状况

监测，严格执行各单位相关要求。

七、成绩使用

1.按照《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文件规定，答辩成绩

实行百分制。在成绩构成中，答辩材料（论文、科研成果（教

研）学术水平）成绩一般占 40%，现场答辩成绩占 60%。答辩

总成绩分为优（85分及以上）、合格（60-84分）、差（60分以

下，不含 60分）三个等次，学术答辩成绩当年有效。

2.学术答辩结果提交高评会作为评审的主要依据之一。

正常晋升的答辩总成绩须在合格以上（含合格），申请破格晋

升的答辩总成绩必须为优秀。

八、缴费要求

按照《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网上支付平台

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晋财库﹝2021﹞2号）文件要求，所

有参加 2021年度实验系列职称评审人员须自行登录山西政府

非税收入网上支付平台 http://202.99.223.101/进行缴费。缴费

标准按照山西省物价局、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核定教师（教辅

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收费标准的通知》（晋价行

字﹝2005﹞44号）文件执行，申报高级每人 650元，申报中

级每人 300元。

请各高校（单位）按照实际申报人员情况填写《2021年

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开票基础数据导入表》中参评人员的

姓名、身份证号（最后一位为字母的要大写）及手机号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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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信息不用填写），并务必于 2022年 12月 19日 18：00

前务必将电子版反馈至省教育厅，邮箱地址：spc@sxedc.com。

我厅将按照申报人员名单通过非税系统向参评人员发送《非税

收入一般缴款书》，参评人员在收到非税系统发出的缴费短信

后，登录山西政府非税收入网上支付平台，扫描网页中二维码，

输入短信中 20位缴费识别码/身份证号/手机号，务必于 12月

23日前完成缴费，缴费成功后会自动开具发票。缴费实行一

人一号一费，切勿一号多费。

联系人：王老师 韩老师

联系电话：0351-7731276

附件：1.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答辩人员

分组情况和答辩顺序安排表

2.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高校（单位）

考务组名单

3.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开票基础数据

导入表

山西省教育厅

2022年 12月 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人社厅

厅内发送：教师工作处（职称办公室）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高级职称评审答辩人员

分组情况和答辩顺序安排表

组别 答辩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申报学科 工作单位 申报职务

实验
一组

12月29日

1 王芮东 男 食品工程 运城学院 正高级实验师

2 王晓菊 女 化学实验 山西大学 正高级实验师

3 郑建军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 太原科技大学 正高级实验师

4 秦永燕 女 生物实验 长治学院 正高级实验师

5 于秀菊 女 农学实验 山西农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6 门耀华 男 计算机实验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7 王光烨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高级实验师

8 王松 男 有机化学实验 太原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9 王晓东 男 电气工程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10 王晓军 男 交通运输工程实验 太原科技大学 高级实验师

11 王海鹏 女 化学实验 山西大同大学 高级实验师

12 王晶 女 机械工程实验 太原科技大学 高级实验师

13 王婷 女 环境科学实验 太原科技大学 高级实验师

14 王静 女 计算机实验 山西财经大学 高级实验师

15 韦仙 女 物理实验 太原工业学院 高级实验师

16 左莹 女 化学实验 山西大学 高级实验师

17 冯晓琴 女 化学实验 中北大学 高级实验师

18 吕小萍 女 信息实验 山西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19 任晓磊 男 计算机实验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20 刘丽珍 女 生物实验 山西大同大学 高级实验师

12月30日
上午

21 刘桂枝 女 计算机实验 山西大同大学 高级实验师

22 孙素萍 女 计算机实验 太原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23 苏静 女 化学实验 长治学院 高级实验师

24 李丽 女 生物学实验 山西农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25 李琴 女 食品科学实验 山西师范大学 高级实验师

26 杨李阳 女 生物化学实验 山西中医药大学 高级实验师

27 吴秉衡 男 兵器科学与技术实验 中北大学 高级实验师

实验
二组

12月29日

1 冯吉波 男 医学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高级实验师

2 张义茹 女 作物遗传育种 太原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3 张申 男 分析化学 太原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4 张丽华 女 化学实验 山西大同大学 高级实验师

5 张丽萍 女 药学实验 山西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6 张欣 女 计算机实验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高级实验师

7 张家榕 女 生物学实验 山西农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8 陈建文 男 生物实验 山西大学 高级实验师

9 武建国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 太原科技大学 高级实验师

10 周任军 男 计算机实验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11 周红琴 女 生物实验 临汾职业技术学院 高级实验师

12 孟健 男 外语语音实验 长治医学院 高级实验师

13 赵丽丽 女 化学实验 山西大学 高级实验师



实验
二组

14 殷丛丛 女
生物学（生物化学）
实验

山西农业大学 高级实验师

15 高林英 女 医学实验 山西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16 高晓红 女 医学实验 山西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17 高智强 男 广告实训实验 山西传媒学院 高级实验师

18 郭永昌 男 动物学实验 山西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19 郭艳红 女 计算机实验 山西传媒学院 高级实验师

20 郭娟 女 物理实验 山西大学 高级实验师

12月30日
上午

21 郭雅晶 女 普通物理实验 太原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22 郭锦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实验 太原科技大学 高级实验师

23 崔艺馨 女 计算机实验 太原工业学院 高级实验师

24 宿婧 女 生物实验 忻州师范学院 高级实验师

25 董秀清 女 环境实验 山西大学 高级实验师

26 管兰芳 女 机械工程实验 中北大学 高级实验师

27 魏彩玲 女 医学实验 山西医科大学 高级实验师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高校（单位）考务组名单

学校（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序号 职责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 答辩组别名称

1 领导组组长（分管领导）

2
考务组组长（负责本单位职称工

作部门负责人）

3
考务组成员1（负责本单位职称

工作部门工作人员）

4 考务组成员2...（可增加）

5
测试室管理员（由本单位负责职

称工作部门工作人员担任）

6
测试室1工作人员（具体负责测

试工作的技术人员）
***

7
测试室2工作人员（本单位只有

一个分会场地的无需填写本栏）
***

备注：

1.测试室管理员负责管理学校（单位）测试室工作人员，及时对接省教育厅行政审批处（联系人：吴老师：13503505176，李老师：

13834152575）。

2.答辩组别名称栏（星号）需填写组别名称，如实验一组、实验二组。



2021年度全省实验系列职称评审开票基础数据导入表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收费项目名称 金额 收入代码 缴款人类型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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