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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
专业技术资格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 :

现将《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专业技术资格办法(试

行 )》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

时与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称管理部门联系。

无锡 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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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

专业技术资格办法 (试行 )

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引才用才制度,促

进国际职业资格与专业技术资格的有效衔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 办发

〔2016)77号 )、 《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 办发 〔2018〕 6号 )和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

实际,现就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专业技术资格 (以 下简称
“
职

称
”
)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专业技术资格目录

(第 一批 )》 的制定和发布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我市产业发展需要,由 无锡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制定发布《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专业技术

资格目录 (第 一批 )》,目 录实行动态调整,调整结果适时向社会

公布,接 受社会监督。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取得目录内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且在无锡从

事相应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不 受国籍、户籍限制。

第三条 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申请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的人员应遵守我国宪法和

法律,诚 实守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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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比照认定程序

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按属地管理原则 ,由 本人提出申

请并在网上提交相应材料,经所在单位核实无误,上传单位同意

证明及个人《承诺书》。按照我市职称管理权限,认定初级的职

称,由 申报点发文公布,并制作发放职称电子证书及《登记表》;

认定中级的职称,由 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称管理部门

发文公布,并制作发放职称电子证书及《登记表》。申报人员可

到相应网站下载或打印职称电子证书及《登记表》。

第五条 申请

下材料 :

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的人员需提供以

(一 )申 请人的身份证(护 照、港澳台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

信息 ;

(二 )申 请人的学历、学位证书扫描件。国外学历应提供教

育部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

(三 )申 请人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扫描件 ;

(四 )申 请人在锡工作的证明材料 (社保缴纳证明或劳动合

同,外籍人员来华工作许可证 )扫描件 ;

(五 )系 统生成的单位同意证明、个人 《承诺书》。

第六条 相关事项说明

(一 )按照职称管理权限,高级职称的比照认定待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台相应办法后再组织实施。

(二 )申 报人员如有弄虚作假 ,伪造变造或使用伪造变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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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比照认定的职称,如有违法行为的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第七条 本办法自2022年 1月 1日 起执行。本办法由无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称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附件 :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专业技术资格 目录 (第

一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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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无锡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专业技术资格目录 (第一批 )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译名 颁证单位 (国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1 A~ssociate Const·uctor 二级建造师
关国建造师学会

(Thc A.1ncrioan Insitute ofClonstructors)
工程师 建设工程

9 Profcssional N1clubcrs 专业园林设计师

美国专业园林设计师协会

(The A.ssociation of Prolk)ssional

Landscape Designcrs)

工程师 建设工程

3 CLARB Certiscation 造园技师认证

关国注册园林建筑师委员会

(The Coun。 il ofLandsoapc

Architcctural Rcgistation Boards)

工程师 建设工程

4
美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

(LEED绿色建筑设计和施工 )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Green Building Council)
工程师 建设工程

5
LEED AP Intcnor Dcsign+

Comstuotion (LEED A.P ID+C)

关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

(LEED绿色室内设计和施工 )

关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Creen Building Council)
工程师 建设工程

LEED AP Opcrations+

Mamtcnancc(LEED AP o+M)

关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

(LEED绿色运行和维护 )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Green Building Council)
工程师 建设工程

LEED AP N·cighborhood

Dcvclopincnt (LEED AP N·D)

关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

(LEED绿色社区开发 )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IJ.s.Green Building Council)
工程师 建设工程

8 LEED A.P Ho111cs
美国绿色建筑认证专家

(LEED绿色家园 )

关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U.s,Green Bullding Council)
工程师 建设工程

9 Chancrcd Mcmbcrship 特许会员
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协会

(Chartered Institute ofBu11ding)
工程师 建设工程

5

LEED AP Building Design+

Constnlotion (LEED A.P BDi+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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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译名 颁证单位 (国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10 PE Civil Construction 美国注册土木建设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ˉ
N·ational Council of Exa!tliners for

Engincerlng and survcying)

工程师 建设工程

ll PE Civil GcOtcchnical 美国注册岩土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u。nal c。 unci1 of Examincrs for

Engin.ccring and survcying)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2 PE Civil structural 美国注册土木结构工程师

美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uonal Council of Exalniners for

Engineering and surveying)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3 PE灯 chitcctural 美国注册建筑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u。llal Counoil ofExalniners k)r

Engin.eering and surveying)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4
PE Electrical and Coln1.putcr∶

Elcctn.cal and Electronics
美国注册电气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Exaininers for

Enginccring and surveying)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5 E;uilding EInginccring 加拿大建造工程师
加拿大工程师协会

(Englneers Canada )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6 Elcct1△cal Enginecnng 加拿大电气工程师
加拿大工程师协会

〈Engineers Canada )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7 stnlctura1 E|nginccring 加拿大结构工程师
加拿大工程师协会

(Enginccrs Canada )
工程师 建设工程

18 Associatc  (AssocR1Cs) 技术会员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Thc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nered

surveyors)

助理工程师 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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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译名 颁证单位 (国 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19 Mcmbcr (MR【Cs) 专业会员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The R~oyal 111sututi。 n of Chartcrcd

surveyors)

工程师 建设工程

PE Civil Transportation 美国注册交通工程师

美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oil of Examincrs for

Engineenng and s· 町vcyIng)

-I和 师 交通工程

21 FE Environ1mcntal 美国基础环境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 il of Examiners for

Engineenng and surveylng)

助理工程师 环保工程

22 PE Environillclltal 关国注册环境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INˉational Council of Exaltlincrs for

Engmecnng and survcylng)

工程师

23 Incorporatcd Enginccr(IEng) 注册机械工程师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The lnstitution ofMechamca1 Engincers

(IMcOllEl)   )

助理工程师 机械工程

24 Chartered Engineer (CEng) 特许机械工程师

英 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The Illstitution ofMeOhanicaliEngineers

(IMechE)   )

|∶ ″∶||||i 机械工程

25 Clc1△ined Wclding Inspector 注册焊接检验师
关国焊接 协会

(A1ner1can Welding socicty)
工程师 机械工程

26 Clcrtiicd`V· cldiilg Educator 注册焊接教师
关国焊接协会

(Amerioan Weldlng society)
工程师 机械工程

27 Ccrtined`Vˉ elding Engineer 注册焊接工程师
关国焊接协会

(Amerioan Weldin.g society)
工程师 机械工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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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译名 颁证单位 (国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28
``′

clding Mcta11urgy Ccnincatc 焊接师
关国材料信息协会

(Ameri。 an socicty for`压 etals)
工程师 机械工程

29
Junior Intcmational Certiied

Mcchan1cal Engincer (JICME)
flJ级 ,叫·ill l灯 1|L|戊

^li ll∶

叫l llWli!|∶ fll!||巾 机械工程

30
Intcmational Ccnined

Mcchanical Enginccr(ICME)
国际注册机械工程师

机械工程师学会

(Institutc of Mcchanical Enginccrs(Ilˇ IE))
工程师 机械工程

31 FE:Mcchanical 美国基础机械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Exammcrs k)r

E.ngincenng and surveying)

助理工程师 机械工程

32
PE Meoha:△ oal:HVAC and

Rcfligcration
足「闲

`】

:月111JIj也
·
'i`∶ i"i li饰 |」 氵令 |∶ 科!” |i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Exainincrs for

Engineenng and sur、
`eying)

工程师 机械工程

33
PE`IeoharllOali Machinc Dcsign

and Matcrials
大国注册机械设计和材料 -|∶ 租丿lli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Exainincrs for

Engineenng and surveymg)

工程师 机械工程

34
PE lˇieChanical∶ Thc1△ nal and

Fluids systcms
美国注册热流体系统工程师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Exainincrs for

Engineenng and surveylylg)

工程师 机械工程

35
``1cchanical Enginccring

加拿大机械工程师
加拿大工程师协会

(Engin.ccrs Canada )
工程师 机械工程

36 Mcchatronios Enginccring 加拿大机械电子工程师
加拿大工程师协会

(Engmecrs Canada )
工程师 机械工程

37 `A,pplicd Gcncral`1ctallurgy 通用冶金师
关国材料信忠协会

(/`SM International)
ll杜帅 冶金工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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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译名 颁证单位 (国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38 FCl丁0us MCtallurgy 黑色金属冶金师
关国材料信息协会

('`sM Intemational)
工程师 冶金工程

39
Co订0sion-Chelnical&∶ Elevated

Tcmpcramre
腐蚀化学剂和高温控制师

关国材料信息协会

(/`s`I International)
工程师 冶金工程

40 Heat Treating 热处理技师
美国材料信息协会

(AsM International)
|∶ f∵

||| 冶金工程

41 NonˉFcrrous Mctallurgy 有色金属冶金师
美国材料信息协会

(ASM International)
工程师 冶金工程

42 Tcsting&.Inspcction 测试和质检师
关国材料信息协会

(ASM Intcrnational)
lf∵ |川 i 冶金工程

43
·
rhcnn.al spray 热喷涂师

关国材料信息协会

(ASM International)
l fll!|川 i 冶金工程

44 PE.``1ctallurgical and Matcrials 美国注册冶金与材料工程师

美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National Coun。 il ofExainincrs for

I∶ngineerlng aild surveying)

工程师 冶金工程

45 CCPE Mctallurgica1 Enginccring 加拿大冶金工程师
加拿大工程师协会

(IEnginccrs Canada )
|∶ 和 师 冶金工程

46 AIC11E member 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会员

关国化学工程师协会

(/⒋nler1cail Institute ofChelnioal

Engineers)

石油化工工程

MSPE 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会员
关国石油工程师协会

(society ofI’etroleum】 巳ngineers)
石油化工工程

48
Pctrolcum Enginccnng

Ccrtincati。n

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石油工程认

证

关国石油工程师协会

(society ofPetoleum E.ngineers)
工程师 石油化工工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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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译名 颁证单位 (国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49 NACE ClP2 NACE二级涂装检验师
大国腐蚀工程师学会

(NACE Intcmational)
助理工程师 石油化工工程

50 NACE ClP3 NACE三级涂装检验师
关国腐蚀工程师学会

(NACE Intcmational)
工程师 石油化工工程

51 Assooiateship (ASDC)
英国染工和色彩协会认证染色专

家

英国染工和色彩协会

(sooiety of Dycrs and Colounsts )
助理工程师 纺织工程

52 Fcllowslllp (FSDC) 英国染工和色彩协会会士
英国染工和色彩协会

(society of Dyers and Colounsts )
1^IV ll||l 纺织工程

53 LiGentiatcship  (LTI) 纺织学会资格认证
国际纺织学会

(Tcxtilc Instimtc)
助理工程师

54 Associatcship  (CTcxt ATI) 纺织学会准会员
国际纺织学会

(Tcxtilc Institute)
助理JITI!J||i 纺织工程

55 「cllowship   (CTcxt FTI) 工程师

56 Ccrtiicd Food scicntist (CFS) li ll rt|lill li|· I·尔
关国食品工艺学家学会

(Institutc ofFood· rechn。 l。gists )
工程师 轻工工程

57 FE Elcctrical and Com.puter )t卜 |「乜Jˉ 不||}|饣 i1.llt丿ll什 |||∶ 科!” ”

关国国家勘察设计考试者理事会

(∶
N· ational Council of Examincrs for

Engincering and survcying)

助理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

58 无线通信工程师认证
IEEE通信协会

(IEEE ClonlmuniGations socicty)
助理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

59
AssoCiatc sontware Devcloper

Certlflcamon
中级软件开发人员认证

IEEE计算机 协会

(IEEE Computcr socicty)
lllJI|∶∶l i fllll川 J |L了估忠 |i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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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

|
|

纺织学会会士
国际纺织学会

(Textilc Instiultc)
纺织工程

|
|

|

|

1EEE Wirclcss Conlmumcations|

Engincenng TeChnologies  |

△ertItIGa“on       |

|

|

|

|

|

|



序号 职业资格名称 译名 颁证单位 (国家 ) 对应职称 所属系列

60
Professional so△ware Dcveloper

Ccnli。atIOn
专业软件开发人员认证

IEEE计算机协会

(IEEE Co!nputer society)
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

61 Professional Mcmbcrs 专业会员
关国计算机学会

(Ass。 ciation of Conlputing Machin.cry)
助理工程师 电子信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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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3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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