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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南人社通〔2018〕135 号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 2018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高级
以下技术等级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社局，市直各部门，驻市有关单位： 

根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放机关事业单位技术

工人技术等级考核相关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8〕36 号）和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18 年度省级部门及中央

在蓉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

〔2018〕50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 2018 年度机关事业

单位技术工人高级以下技术等级考核工作（以下简称“机关工考”）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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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围对象及报考条件 

全市各级机关及各类事业单位（驻市有关单位可自愿参加省或市

组织的考试，由其主管部门确定）已转正定级并从事技术工种（岗位）

工作，且 2018 年 4 月 1 日前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技术工人，报考

条件（详见附件1）。 

二、考核科目和工种 

2018 年度机关工考包括技术业务理论考试（以下简称“理论考

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核（以下简称“实操考核”）两个科目。考核

工种涉及 24 个行业 104 个工种（详见附件 2），考核等级为初级（技

术五级）、中级（技术四级）、高级（技术三级）三个级别。 

其中汽车驾驶员、公路养护工、农艺工、绿化工、电工、渠道维

护工、中式烹调师、仓库保管工、经济服务岗位工、公共服务岗位工

10 个工种理论考试以及公共服务岗位工、经济服务岗位工的实操考核

为统一笔试科目采用机读卡答题方式进行，使用省人社厅命制的试

卷。其他工种理论考试方式由各考评点决定，除公共服务岗位工、经

济服务岗位工以外的实操考试采取现场考核方式进行。 

三、工作进度安排 

具体进度安排为：4 月1 日至4 月20 日组织报名和资格审查（其

中 4 月 16 日至 20 日资格复审）；5 月 10 日至 6 月 30 日，组织考前

培训、理论考试和实操考核；7 月公布考试成绩；8 月办理等级证书。 

四、报名办法、程序及资格审查 

（一）申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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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工作在2018 年4 月1 日至20 日期间进行。报名人员应本着

自愿原则，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按规定提交《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

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报名表》（附件 3，以下简称《报名表》）、

《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资格证书》或《机关事业单位工

人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原件及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学历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符合破格条件的人员应同时提供相应破格

条件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属于转岗位报考人员，由单位出具同意转

岗证明材料。考生在报名时需签订自愿报考协议书（附件7），报考协

议书县（市、区）的考生由县（市、区）人社部门留存，市直部门和

驻市单位的考生由市人社部门留存。 

（二）资格审核 

1.资格初审。报考者所在单位应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在审核其报

考资格时应结合本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空缺情况综合考虑，指定专人负

责登陆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网站（www.scpxjd.com）（以下简称

“省鉴定中心网站”），按系统提示提交审查合格的报考人员报名信息，

上传考生照片，并打印《报名表》，由审查人签署意见、签名并加盖

公章。 

2.资格复审。单位审查合格后，由单位指定专人持加盖公章的《机

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考评报名表》（见附件3）和相关证

明资料，到所在地人社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后办理报名手续，建立个人

考核档案。 

各县（市、区）的报考人员，由当地的人社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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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复审；市直各部门的报考人员，由其主管部门审

核后报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复审；驻市有关单位的报考人员，由其所在

单位报市人社局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地点：市人社局 609、423

房间，电话0817-2806155，0817-2809139。 

（三）缴费确认 

复审合格人员在确认报名资格时需缴纳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费（机

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评定费已并入职业技能鉴定费中），收

费标准严格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公

布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

价格〔2017〕472 号）和《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费有关问

题的函》（川财综〔2017〕20 号）相关规定执行。 

1.10 个大工种理论考试费。按职业技能鉴定收费标准初级工 30

元、中级工35 元、高级工40 元收取，县（市、区）考生的理论考试

费由县（市、区）人社部门收取后，在资格复审时缴市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市直部门和驻市单位考生的理论考试费直接缴市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 

2.由于公共服务岗位工、经济服务岗位工的操作考试也是以笔试

的方式进行，在资格复审通过后按考核评定收费 C 类标准（即初级

120 元、中级170 元、高级220 元）一并缴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其余8 个大工种的实操考试费，考点是鉴定站（所）的由考点收取；

考点不是鉴定站（所）的由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或由市职业技能

鉴定指导中心委托组织考试的鉴定站（所）收取。标准按川发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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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72 号文件规定执行，考生在培训或考试时缴纳。 

3.10 个大工种外各工种的理论考试费和实操考核费。参照除公共

服务岗位工、经济服务岗位工外的8 个大工种实操考试费的收费方式

执行，收费标准按川发改价格〔2017〕472 号规定执行。市人社部门

在办理报名手续后，通过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www.scpxjd.com）网站对报名情况进行确认。 

4.鉴定费的收取。受委托组织工考的鉴定站（所），在考试结束后

要按照川财综〔2017〕20 号文件规定，向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缴

纳鉴定费。 

（四）打印准考证 

5 月 14 日至 25 日各单位自行组织考生登陆四川省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网站打印统一笔试科目的准考证。实操考核和非统一笔试科

目的理论考试准考证，由各考评点按照相关考务工作要求于5 月 2 日

至25 日组织编排、打印。 

（五）考试 

统一笔试科目考试在6 月3 日进行；其他工种科目的理论考试和

全部工种实操考核在2018 年6 月22 日以前完成。 

（六）考试成绩管理 

1.各科成绩达到规定分数以上者为合格。 

2.考核工作结束后，考核成绩将在省鉴定中心网站公布。 

五、组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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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培训自愿的原则，由资格复审合格人员自行联系市人社部门

认定的培训点参加培训。 

（一）时间安排 

统一笔试科目考前培训工作于2018 年6 月1 日前完成，其余工

种理论、全部工种实际操作技能考前培训工作于6 月22 日前结束。 

（二）组织培训 

具体承训工作由南充职业技术学院等13 家市人社部门认定的市

培训点负责（详见附件4），.培训开班时间及有关事项，由各培训点

直接通知培训对象所在单位或本人。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对各培训点的教学情况进行指导

管理和监督检查。各培训点须根据相应的工种技术等级标准，按照推

荐教材制定培训教学计划，报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备案后实施。 

（三）教材选定 

培训教材按照《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业务培训教材

书目》（详见附件5）选购，未列入该书目的培训教材由承担培训任

务的市直培训点选定或选编；需全省统编教材及主管部门组织编写或

选购的教材，可与省职业培训指导中心联系。 

六、证书管理 

《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资格证书》由省人社厅统一

印制、统一发放、统一管理。考评合格人员的证书，由市人社部门统

一申领，各县（市、区）人社局、市直各部门及驻市有关单位安排专

人办理，及时发放给考核合格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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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待遇享受 

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晋升技术等级，实行考聘分离。参加

技术等级考核合格，并按机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策实施聘任（用）

的人员，从人社部门确认（备案）后的次月起，兑现相应工资待遇。 

八、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技术等级考核工作，是全面落

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相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明确责任，统筹协调，确

保考核工作顺利开展。 

    （二）严格程序，加强管理。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做好资

格审查，依据《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晋升技术等级考试考务工

作规则》（川人工〔1999〕5 号）和《四川省人事考试考务工作细则》、

《四川省人事考试违规违纪处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做好考试考

核工作，做到时间、标准、程序“三统一”。《目录》中取消的工种，

可以套入相近工种报考。各单位不得将未列入目录的工种纳入考核范

围或自行增设等级进行考核。 

（三）明确责任，严肃纪律。各考培点要依据《四川省人事考试

考务工作细则》、《四川省人事考试违规违纪处理办法（试行）》加

强管理，规范操作，组织好培训、考务工作。对违规操作或弄虚作假

的，严格实行责任倒查，追究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责任。同时，做好

相关参考人员思想工作，大力宣传解释政策规定，把文件精神传达到

每个技术工人，切实维护好技术工人的切身权益，及时化解不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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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确保考评工作顺利开展。 

九、联络方式 

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 

联系人：杜朝斌、李颖     电话：0817-2806155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联系人：王绍洪、明琛川   电话：0817-2809139 

 

附件：1.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报考条件 

      2.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种分类目录 

      3.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报名表 

      4.南充市2018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业务培训点 

      5.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业务培训教材书目 

      6.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情况汇总表 

      7.申请自愿报考协议书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3 月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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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报考条件 
 

思想政治表现和生产工作成绩经所在单位考核合格，符合下列相

应报考条件的技术工人，经单位批准，可参加技术等级考核。经单位

批准，转换工种岗位的技术工人，可以按现工种岗位参加申报升等级

考核。 

一、晋升技术等级报考条件 

（一）初次报考条件 

初次报考条件适用于军队退役士兵、企业新调入和从其它岗位转

为机关事业单位工勤岗位的人员。上述人员按政策规定套改相应工资

等级后，应及时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确定岗位

等级。 

1.工作年限20 年及以上，可申报高级工（技术三级）的考试考核。 

2.工作年限10 年及以上，可申报中级工（技术四级）的考试考核。 

3.新参加工作试用期、熟练期满的技术工人，可申报初级工（技

术五级）的考试考核。 

（二）晋级报考条件 

1.已取得原人事部门颁发的中级技术等级岗位证书，工作年限满

20 年并执行中级工工资满5 年，可报考高级工（技术三级）。 

2.已取得原人事部门颁发的初级技术等级岗位证书，工作年限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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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并执行初级工工资满5 年，可报考中级工（技术四级）。 

（三）破格报考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技术工人，可不受工作年限、从事本工种工

作年限的条件限制，直接申报高级工（技术三级）的考试考核。 

1.在省部级以上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前三名的技术工人。 

2.在技术革新、技术发明中取得成果并有省部级以上成果证书的

技术工人。 

3.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并保持荣誉的技术工人。 

二、计算相关年限的说明 

参加技术等级考核应达到的工作年限、执行相应等级工资年限，

均从参加工作、执行相应等级工资年限的当年起算，当年计算一年。

工作年限、执行相应等级工资年限有间断，应合并计算的，其当年只

能计算一次，不能重复计算。报考人员相关年限的计算时限均截至本

考试年度12 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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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考核评定工种分类目录 
 

0100 交通类 

※0101 汽车驾驶员             0102 汽车维修工             

※0108 公路养护工             

0111 养路机械操作工           0112 公路沥青(重油)操作工      

0114 试验工                   0115 公路标志(标线)工         

0116 公路渡口渡工             0117 公路绿化工              

0118 公路巡道工               0121 船舶水手             

0122 船舶驾驶员               0123 船舶轮机员               

0124 航道测量工               0127 航道信号工               

0132 内河航标工               0133 船闸工                           

0200 农业类 

※0201 农艺工                 0202 果树工                  

0204 农业实验工               0205 茶叶初制工              

0206 茶园工                   0210 农业机械操作工           

0216 农机修理工               0222 淡水鱼苗种繁育工        

0223 淡水成鱼饲养工 

0224 蚕桑工                   0227 牧草栽培工              

0234 兽医防治员               0235 动物检疫检验员          

0246 家畜（禽）饲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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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 林业类 

0301 林木种苗工              0302 造林(更新)工             

0303 抚育间伐工              0304 森林管护工                        

0400 水电类 

0401 闸门运行工               ※0402 渠道维护工           

0405 水文勘测工              0406 电气值班员                        

0500 广播电影电视类 

0516 电影摄影机械员          0528 电影放映员              

0548 广播电视天线工          0549 有线广播机务员          

0550 有线广播线务员    

0600 新闻出版类 

0621 平版印刷工              0640 平装混合工               

0666 图书（报刊）发行员             

0674 校对工                                 

0700 技术监督类 

0701 计量检定工              0731 检验工       

0800 食宿服务类 

※0801 中式烹调师            0806 餐厅服务员              

0807 客房服务员              0812 热力司炉工               

0900 地质矿产类 

0901 固体矿产钻探工          0902 水文水井钻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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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 工程地质钻探工          0905 机掘坑探工     

0908 地质测量工              0909 采样工                

0911 碎样工                  0913 淘洗工                   

1000 测绘类 

1012 地图制图工              1014 工程测量工          

1016 地形测量工                           

1100 化工类 

1107 水处理工                 

1111 分析工                 1121 制冷工                     

1200 民政类 

1202 尸体火化工               

1203 尸体防腐工              1209 特岗护理 

1300 机械类 

1312 钳工                    1315 车工                   

1316 铣工                    ※1326 电工                   

1329 电焊工                  1341 光学刻、磨工                  

1400 建设类 

1401 木工                    1402 瓦工                              

413 管道工                   ※1422 绿化工                 

1423 花卉工                  1427 白蚁防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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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体育类 

1601 体育场地工               

1700 电子类 

1707 电子仪表检定修理工       

1722 计算机系统操作工   

1800 文化类 

1809 装饰美工                1811 文物修复工                

1900 地震类 

1901 地震观测工              

2000 通讯类 

2001 话务员             

2100 医药、卫生类 

2102 医院收费员              2103 卫生检验员               

2104 药剂员                  2106 消毒员                   

2107 防疫员                  2108 护理员                   

2110 口腔修复员              2113 放射工                

2114 医学仪器设备维修工       

2200 工勤类 

※2201 经济服务岗位工       ※2202 公共服务岗位工               

2300 商业物资类 

※2302 仓库保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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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环境保护类 

2581 环境监测工（新增）     

2800 其它类 

2806 保育员    

说明：工种代码前加※为10 个大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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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报名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区县  

现岗位 
等  级 

 
现工种 
名  称 

 
取得岗位

等级时间
 

参加工 
作时间 

 
本等级工

作 年 限 
 
 

现工种工

作 年 限
 

报考岗 
位等级 

 等级代码  
报考工 
种代码 

 
报考工

种名称 
 
 

报考条件  考区  

报考科目  

备注 
 
 

考生所在

单位人事

部门意见 
 

 
 

审查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

门审核

意  见 
 

 
 

审查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 、县 
审核意见 

 
审查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报名点

审核意

见 

 
审查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以网上打印为准，手工填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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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报名表》填表说明 
1.“区县”：填写本人报名所在市（州）的名称。 

2.“现岗位等级”：填写已取得的原政府人事部门批准的技术

等级。 

3.“本等级工作年限”：填写兑现现岗位等级工资时间。 

4.“报考工种名称”：根据本人现从事的工作选取相同或相近

的工种名称及代码填写。 

5.“报考岗位等级”：根据附件 2 中所限的岗位等级线填写需

报考的技术岗位等级及代码，高级代码为 3，中级代码为 2，初

级代码为 1。 

6.“报考科目”：网上填报时在需报考的科目后打“√”。               

7.“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意见”：由单位填写，单位须在认

真审核考生是否符合报考条件，考试报名表各栏的填写是否属

实的基础上，明确填写是否同意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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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充市 2018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 

技术业务培训点 
工种代码 工种名称 培训单位 

培 训 单 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101 汽车驾驶员 
南司驾校 

顺庆区潆

溪镇 
伍老师 

2463109 

13990775598 0102 汽车维修工 

※0108 公路养护工 

市交通运输培

训中心 

顺庆区桑

园路 31 号
钟传伟 

2700703 

13508080721 

0111 养路机械操作工 

0112 
公路沥青 (重油 )操
作工 

0114 试验工 
0115 公路标志(标线)工 
0116 公路渡口渡工 
0117 公路绿化工 
0118 公路巡道工 
0121 船舶水手 
0122 船舶驾驶员 
0123 船舶轮机员 
0124 航道测量工 
0127 航道信号工 
0132 内河航标工 
0133 船闸工 
※0201 农艺工 

南充职业技术

学院培训中心 

顺庆克小

西 街 100

号 

王翠萍 
13990826677 
2703625 

0202 果树工 
0204 农业实验工 
0205 茶叶初制工 
0206 茶园工 
0210 农业机械操作工 
0216 农机修理工 
0222 淡水鱼苗种繁育工 
0223 淡水成鱼饲养工 

0227 牧草栽培工 

0234 兽医防治员 

0235 动物检疫检验员 

0246 家畜（禽）饲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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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代码 工种名称 培训单位 
培 训 单 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107 水处理工 

南充职业技术
学院培训中心 

顺庆区小
西 街 100
号 

王翠萍 13990826677 
2703625 

1111 分析工 
1121 制冷工 
0806 餐厅服务员 
0807 客房服务员 
0812 热力司炉工 
1312 钳工 
1315 车工 
1316 铣工 
※1326 电工 

1329 电焊工 

1341 光学刻、磨工 
1401 木工 
1402 瓦工 
1413 管道工 
※1422 绿化工 
1423 花卉工 
1427 白蚁防治工 
2001 话务员 
0301 林木种苗工 

市林业局 顺庆区玉
带路 18 号 李正根 

13568612119 
2899713 
 

 

0302 造林(更新)工 
0303 抚育间伐工 
0304 森林管护工 

0401 闸门运行工 

市水务局 顺庆区北
湖路 50 号 漆文 2224826 

18781771111 
※0402 渠道维护工 
0405 水文勘测工 
0406 电气值班员 
0516 电影摄影机械员 

南充中专校 
顺庆区北
湖 路 366
号 

郑民 
李铁 

13508090168 
18081599486 

0528 电影放映员 
0548 广播电视天线工 
0549 有线广播机务员 
0550 有线广播线务员 
0621 平版印刷工 
0640 平装混合工 
0666 图书（报刊）发行员 
0674 校对工 
1601 体育场地工 
1707 电子仪表检定修理工 
1722 计算机系统操作工 
※2302 仓库保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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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代码 工种名称 培训单位 
培 训 单 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701 计量检定工 
市质监局 市政新区

质监局 唐劲松 18090555333 
0731 检验工 
※0801 中式烹调师 南充市技工学

校 
顺庆区金
鱼岭正街
120 号 

向进成 5113052 
13208233683 ※2201 经济服务岗位工 

1202 尸体火化工 
市民政局 顺庆区柳

林路 27 号 张立兵 18080332060 
2808593 1203 尸体防腐工 

1209 特岗护理 
2102 医院收费员 

南充市卫生学
校 

顺庆区潆
溪镇潆康
北 路 107
号 

舒平和 18008178593 
18090540943 

2103 卫生检验员 
2104 药剂员 
2106 消毒员 
2107 防疫员 
2108 护理员 
2110 口腔修复员 
2113 放射工 

2114 
医学仪器设备维修
工 

2806 保育员 
※2202 公共服务岗位工 

西南石油大学
（南充）人力资
源培训中心 

 

顺庆区油
院路 30 号 王启颜 15908273721 

2641160 

0901 固体矿产钻探工 
0902 水文水井钻探工 
0903 工程地质钻探工 
0905 机掘坑探工 
0908 地质测量工 
0909 采样工 
0911 碎样工 
0913 淘洗工 
1012 地图制图工 
1014 工程测量工 
1016 地形测量工 
1809 装饰美工 
1811 文物修复工 
1901 地震观测工 
2581 环境监测工 

0224 蚕桑工 四川省蚕丝学校 
顺庆区西
华路二段
168 号 

彭影 
2595777 
18990795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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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业务 

培训教材书目  
序  号 书  名 备  注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 职业道德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2 车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3 钳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4 电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5 电焊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6 汽车维修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7 汽车驾驶员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8 农艺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9 保育员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0 客房服务员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1 计算机系统操作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2 管道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3 绿化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4 仓库保管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5 公路养护工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16 中式烹调师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统编教材 

自编教材 
1 卫生防疫员 自编教材 
2 林木种苗工 自编教材 
3 造林（更新）工 自编教材 
4 森林管护工 自编教材 
5 尸体接运.整容.防腐.火化工 自编教材 
6 护理员 自编教材 
7 公共服务岗位工 自编教材 
8 经济服务岗位工 自编教材 
9 蚕桑工 自编教材 
10 药剂员 自编教材 
11 渠道维护工 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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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四川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技术等级考核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                                                        主管部门（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文化

程度

参

加

工

作

时

间 

现岗

位工

作时

间 

已取得岗位（等级）证书 现申报技术等级（职务） 

是否参加

集中培训

备

注工种 等级 证书号 取证时间
工种

名称

工种

代码

岗位

等级 

等级

代码 

                                 

                                 

                                 

                                 

                                 

                                 

注：1.不参加培训及符合破格报考条件的，应在备注栏内注明。 

    2.此表一式两份，严格按照考核等级从高到低（即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的顺序，按相同工种名称归类填写。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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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申请自愿报考协议书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事业单位岗

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川办发﹝2008﹞19 号）要求，

本人已经知晓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晋升技术等级和技术

职务已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考（评）聘分离，如果参加全

省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晋升技术等级和技师职务考评并合格

后，我将严格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相关政策，即单位相

应岗位空缺并聘任后才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 

 

 

 

             申请人单位：               （盖章） 

             申  请  人： 

 

 

                          201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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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 3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