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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地                                                                                                                                                                                                                                                                     

汉专技函〔2022〕1 号 

 

 

各县区、市直有关部门、中省驻汉有关单位： 

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 年

度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知识更新工程）有关事

项的通知》（陕人社函〔2022〕259 号）文件精神，结合汉

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度全市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知识更新工程）有关事项的通知》

（汉人社函〔2022〕160号）要求，现将 2022年度汉中市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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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对象：全市初级、中级、高级职称专业技术

人员。参加省级基地开展的继续教育面授或网络培训学时可

作为申报初、中、高级职称的申报条件。 

（二）培训学时和形式 

1.学时规定：根据《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

有关规定，专业技术人员年度参加继续教育时间，累计应不

少于 80小时，其中公需课不少于 24 小时，专业课不少于 56

小时，公需课和专业课学习学时同时达标方视为完成年度继

续教育培训要求。 

2.培训形式：2022 年继续教育分为面授培训和网络培训

两种形式。在陕西省“互联网+继续教育”背景下，因疫情

防控需要，2022年继续教育原则上实行网络培训。 

（三）培训内容 

1.公需课：2022 年公需课主题由省人社厅统一确定为

《开拓奋进新征程，建功立业新时代》，科目一是《深入学

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砥砺初心赓续百年历史伟业》，培

训时长 12 小时；科目二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三次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谱写陕西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培训时长 10 小时；科目三是《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培训时长 2 小时。公需科目由汉中职业技术学院省

级基地统一实施网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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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课：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地 2022 年专业课科目网

络课程开设有教育、卫生、工程、文博和经济等课程，各相

关行业和单位可统一报名后进行学习，在以下对应行业中选

择专业课科目课程： 

工程类:《2022年工程发展与应用》（56小时） 

教育类:《2022年教育信息化与教师综合素质提升》（56

小时） 

卫生类:《2022年医疗卫生发展与服务应用》（56小时） 

文博类:《2022 年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繁荣》（56

小时） 

经济类:《2022年新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与变革》（56

小时） 

（四）报名时间、方式和学习方法 

1.报名时间和方式：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地安排专人到

各县区对参训单位进行现场集中报名、缴费，“公需课科目”

和“专业课科目”可同时报名（各县区报名时间及地点见附

件 1）。 

2.提交报名汇总表：各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报名时统

一提交本单位“2022 年度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报名汇总表”（见附件 2）和“汉中市 2022年度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清单”（见附件 3），在提交所在单位

盖章的纸质版报名汇总表的同时必须提供 Excel电子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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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所提交的相关表格请到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网（http://www.hzjxjy.net）“下载专区”进行下载。 

3.学习方法：现场报名并缴费后由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

地提供“汉中市 2022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课程

安排和学习考试操作流程”，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学习并通

过考试。 

二、收费标准和缴费方式 

1.收费标准：严格执行陕西省发改委《关于专业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培训收费标准的复函》(陕发改价格函[2021]768

号)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按照网络学习最高

不超过 3.6元/人/课时、集中面授最高不超过 5元/人/课时

收取培训费(含考试及证书费用)”的收费标准，即参加网络

培训的公需课费用为 86.4 元/人，专业课费用为 201.6 元/

人。 

2.缴费方式：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地在现场报名时采用

POS 机刷卡（公务卡、各类银行卡、微信、支付宝均可）方

式缴费。 

3.缴费发票：在现场通过 POS机刷卡缴费后开具事业单

位非税收入正式发票。 

三、有关事项说明 

（一）关于学习学时管理 

http://www.hzjxj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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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成绩可通过网络学习、面授学习

和同等学时认证获取。面授、网络课程的学习学时由学习平

台自动生成。专业课科目同等学时认证严格参照《陕西省专

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管理暂行办法》（陕人社发〔2016〕

27 号）执行，由学员通过统一平台进行申请，市直单位由汉

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认证，各县区单位由县区人

社局审核认证。学员可在学习平台查询和打印继续教育证书，

凡未通过学习平台认定的学时均视为无效。 

公需课为必学科目，不能认证。 

（二）关于学习入口 

登录“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网址：

http://www.hzjxjy.net）首页左侧——点击“汉中市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学习平台登录入口”——使用微信扫

描二维码登录“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平台”进

入学习培训。 

（三）关于学员注册登录 

2021年开始，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平台实行

实名制登录，未注册学员可通过微信扫码注册，已注册学员

通过微信扫码登录，登录时需完善个人相关信息。 

（四）关于以往年度补课工作安排 

1.2021 年度及以前公需课和专业课科目考试日期截止

2022 年 9月 30日，请尽快完成补学。 

http://www.hzjxj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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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度及以前公需课和专业课科目补学，专业技术

人员可根据自身专业，自由选择具有相应培训专业和培训权

限的基地参加面授学习，或在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

台进行网络学习。 

（五）关于疫情防控 

考虑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各单位报名人员进入汉中职业

技术学院基地（汉中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内）或指定的报

名酒店时必须戴口罩，接受体温监测，出示健康二维码，按

照指定路线进入报名点，排队时要间隔 1 米距离。报名人员

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 

四、联系方式 

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地 

联系地址：汉台区天汉大道 670号汉中职业技术学院附

属医院内 4号楼三楼 316 室。 

报名咨询：姚  远  0916-2231127  15591658385 

汉中市专技人员继续教育 QQ 群：224137345 

培训技术咨询电话：029-68831215   QQ：3433795785 

 

 

附件：在网址：http://www.hzjxjy.net“下载专区”下载 

1.2022 年度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统一现场报

名时间及地点安排表。 

http://www.hzjxj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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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度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汇总表。 

3.汉中市 2022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清单。 

 

 

 

 

 

 

 

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汉中职业技术学院基地 

2022 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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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统一现场报名时间及地点安排表 

序号 县区名称 报名时间 报名地点 联系方式 

1 市直、中省驻汉单位、汉台区 
9月 1日至 9月 2日 

9月 5日至 9月 6日 
汉台区天汉大道 670号汉中职院附属医院 4号楼二楼会议室 

姚  远 

0916-2231127 

15591658385 

2 南郑区 9月 7日至 9月 9日 汉台区天汉大道 670号汉中职院附属医院 4号楼二楼会议室 

3 洋县 9月 14日至 9月 16日 洋县 H水晶酒店（洋县文明路与西环北路交叉路口西侧） 

4 佛坪县 9月 20日 佛坪县双维宾馆（佛坪县熊猫大道与振兴北路交叉路口西南侧） 

5 留坝县 9月 22日 留坝宾馆（留坝县城关镇老街 86号） 

6 城固县 9月 27日至 9月 29日 城固索美特大酒店（城固县西环二路南段） 

7 勉县 10月 9日至 10月 10日 勉县世都三国大酒店（勉县和平中路与解放北路交叉路口东南） 

9 宁强县 10月 12日至 10月 13日 宁强汉源明珠大酒店（宁强县北大街 133号） 

10 西乡县 10月 18日至 10月 19日 西乡裕添新华大酒店（西乡县汉金牛路中段） 

11 镇巴县 10月 20日 镇巴绿叶大酒店（镇巴县文化路与秦茗街路口南） 

12 略阳县 10月 25日至 10月 26日 略阳嘉陵宾馆（略阳县嘉陵南路嘉陵广场） 

说明：上班时间：8:30-11：30，下午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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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汉中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报名汇总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表人：                               时间：2022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身份

证号 
性别 

证书管理

号 

参加工作

时间 

现从事

专业 
公需课（划√） 

专业课

课程名

称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注：1.2022 年首次参加继续教育的学员必选先在学习平台进行注册；“身份证号“、“证书管理号”、“参加工作时间”、“现

从事专业”属必填项（和学习平台信息一致），并请在备注栏注明。 

2.请认真填写并核对信息，确保个人信息准确无误。 

3.“工作单位”栏请填写单位全称，请勿填写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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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单位 

具体情况 

单位名称：                                                

报名合计人数：        人        培训方式：网 络 

报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培 

训 

科 

目 

 

公需课 

课程名称：  

《开拓奋进新征程，建功立业新时代》 

专业课 

课程名称：（根据行业在以下课程前打√） 

工程类：《2022年工程发展与应用》（56小时） 

教育类：《2022年教育信息化与教师综合素质提升》（56小时） 

卫生类：《2022年医疗卫生发展与服务应用》（56小时） 

文博类：《2022年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繁荣》（56小时） 

经济类：《2022年新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与变革》（56小时） 

 

缴   

费 

情 

况 

 

公需课 86.4 元／人×       人＝          元 

合计收费金额： 

 

               元 

 

开票人签字：                      

  

 

2022 年  月  日 
专业课 201.6 元／人×       人＝          元 

培训安排 
培训时间：报名后详见学习操作指南           培训方式：网络 

培训方法：报名后详见学习操作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