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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设函〔2020〕6 号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做好第七批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省直有关部门：

为贯彻国家新时期建筑方针，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国办发〔2017〕19 号文件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鲁

政办发〔2017〕57 号）文件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兴业、人才强

省战略，推动高层次人才梯队建设，促进我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评选办法》

（2018 年修订版）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开展第七批山东省

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推荐工作，现就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人应符合《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评选办法》

（2018 年修订版）规定的条件。

2.申报人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

现就职于依法取得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的省内勘察设计单位

或施工图审查机构。自取得大学本科学历后计算，累计从事工程

勘察或工程设计工作（含相关专业研究生就读期间）2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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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材料

1.申报人须由 2 名全国或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或 1 名中国

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相关学部院士书面推荐。

2.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表（附件 1，一式三份）。

3.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推荐表（附件 2，一式三份）。

4.附件材料（一式三份）。请统一制作为 A4 规格，按下列

顺序排列并装订成册：封面、目录、身份证、学历证书、正高级

职称证书、执业注册资格证书、获奖证书及证明材料，有代表性

的设计作品、代表其设计水平和成就的其他有关材料及工程技术

成果、论文、著作简介（彩色扫描件）。

5.申报材料的电子文件。其中 2、3 两项表格制作成 word

文件，其它为扫描件，文件名称由行业及申报人姓名共同组成（如

张三申报建筑行业的勘察设计大师可取名为：建筑+张三.doc），

电子文件可用光盘或 U 盘报送。

（三）申报说明

1.申报人及其单位提供的所有材料和证明文件必须真实、有

效、规范、准确，且与申报表相符。

2.申报人只能通过一个单位提出申请，且只能申报一个行业

类别。

3.申报人在填写申报表中的获奖、主要业绩及作品、栏目内

容时，请按内容的重要性排序，并与附件材料相对应。

4.有关奖项问题：（1）优先考虑申报人获奖、主要业绩及

作品情况，同等条件下参考著作、研究成果等情况；（2）获奖

项目应为申报行业或与申报行业密切相关的奖项；（3）奖项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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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材料：只有单位奖状的，需提供该获奖项目集体证书、原始申

报表（含报奖人员排序名单、获奖单位法人签字、单位盖章）；

有个人获奖证书的需提供个人获奖证书，如证书不能反映其排名

情况，还应提供颁奖单位出具的该获奖项目报奖人员排序名单；

（4）申报人必须为此获奖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5）主要技术

负责人是指负责某一项目的主要责任人（非行政），包括项目负

责人、专业技术负责人、批准人、审定人、审核人、设计人（编

制人）；（6）设计作品简介应说明项目基本情况（名称、等级、

完成时间、建成时间、本人承担角色等）和社会效果（使用情况、

有无获奖、产生何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等）；（7）

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理论水平方面：论文原则上应单独撰写，合

作的应为第一作者；著作原则应为个人专著，合著的应为第一作

者；工程建设标准应为主要起草人（国标为前 8 名，省标、行标

为前 4 名）。

5.每个甲级勘察设计单位或一类施工图审查机构推荐不超

过 2 名人选，同一专业不超过 1 名人选；每个乙级及以下勘察设

计单位或二类施工图审查机构推荐不超过 1 名人选。

6.申报材料由申报人所在单位进行审查，填写推荐表后，报

单位所在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审核后，填写推荐情况汇总表（附件 3），报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其中，中央驻鲁、省直勘察设计单位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报经

其上级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同意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二、申报时间

请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省直有关主管部门于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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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之前，将推荐情况汇总表和申报材料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逾期不再受理。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齐宬、王龙军，联系电话：0531-87080835，87086993。

地址：济南市经五路小纬四路 46 号，邮编：250001。

附件：1.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表

2.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推荐表

3.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推荐情况汇总表

4.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行业设置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0 年 3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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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表

申报人姓名：

从事专业：

申报行业：

申报人单位：

填表日期：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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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申报人应从现工作所在地申报。

二、本表必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如实、认真填写，字迹端

正、清楚。如电脑打印，表中涉及姓名、签名处应本人手写。

三、表内项目申报人没有内容填写的，应写“无”，个别项

目填写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四、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

五、“照片”一律用本人近期二寸正面免冠照片。

六、表中填写所涉及的个人学历、职务、职称等均为现在状

态的最高情况。

七、此表需填写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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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照片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

时间

从事专业
取得执业资

格类别
证书编号

职务

/职称

参加何种党

派或团体

在党派、团

体中担任

职务

手机号码 传真 电子邮箱

掌握外语

情况
身份证号

（一）主要经历（包括国内外专业学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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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获奖情况

（三）主要业绩及作品（请标注作品位于附件材料中的页码，可加页）



9

（四）论文、著作、专利、科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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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同意上述填表内容（除联系电话外）可向社会公示；

2．填表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意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市

住建主管

部门或省

直有关部

门意见
单位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勘察设

计大师审

查委员会

意见 主任委员：

年 月 日

认定机关

意见

负责人：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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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推荐表
申报人单位（盖章）： 行业名称：

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 申报单位 担任职务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学历/学位

取得正高级职称的专业及时间 取得执业资格名称及时间 手机

取得省级及以上荣誉称号及时间

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所参与工程项目获奖情况 作为技术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所参与工程项目情况

工程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及评奖年份 评奖机构 工程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 承担角色

论文、论著、技术标准等

名 称 发表刊物名 刊 号

申报人单位推荐意见：

审查人： 申报人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获奖等内容可根据情况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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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推荐情况汇总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省直有关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正高级职称
执业资格

等级类别

学历

年龄
申报

行业专业
取得

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

专业

毕业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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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山东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行业设置

行业 备注

勘察 勘察 含岩土工程、水文地质、工程测量

设计

煤炭

化工石化医药 含石化、化工、医药

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

电力 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

冶金 含冶金、有色、黄金

机械

电子通信广电 含电子、通信、广播电影电视

轻纺 含轻工、纺织

建材

铁道

公路

市政、环境

农林 含农业、林业

水利

建筑 含建筑、人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