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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立局”业务带教实施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专业立局”业务带教工作中的实施原则、带教导师和带教对象要

求、业务带教实施、表彰奖励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内“专业立局”业务带教工作，含下属企事业单位。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专业立局

根据市场监管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专业眼光看事、专业思维谋事、专业能力做事，把

专业技能作为立局之本，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全面提升市场监管能力和水平。

2.2

带教导师

在市场监管某一领域有丰富经验，专业能力突出的业务骨干。

2.3

带教对象

接受带教导师辅导，在某领域开展专门业务学习、实践的年轻干部。

2.4

业务带教

带教导师根据某一岗位实际情况，制订带教计划，在一定期限内对带教对象进行个性化指导，开展

业务理论和实践知识培训，帮助其提高业务水平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式。

3 实施原则

3.1 工作需要原则

围绕市场监管部门干部融合、科学履职和干部队伍梯队建设的工作需要，开展业务带教工作，提升

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

3.2 培养干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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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目标, 选择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领域开展业务带教，培养紧缺

专业人才和复合型监管干部，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

4 带教导师和带教对象要求

4.1 带教导师要求

4.1.1 政治立场坚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4.1.2 热爱市场监管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勤勉尽责、求真务实，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近两年年度考核均为称职（或合格）及以上等次。

4.1.3 在市场监管系统某一专业领域工作三年以上，熟悉该领域业务，综合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实

践经验丰富，具备副主任科员以上职级或中级以上职称或者省级以上检查员资质（相似资格）的业务骨

干，在某个专业领域能力突出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4.1.4 经个人自荐、部门推荐并经人事管理部门批准或人事管理部门指定。

4.2 带教对象要求

4.2.1 应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品德修养，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肯钻研，上进心强。

4.2.2 本科以上学历，40 周岁以下，具备一定的业务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

4.2.3 由人事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统筹安排。

5 业务带教实施

5.1 任务下达

由人事管理部门负责业务带教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于每年第一季度向各业务科室（处室）收

集带教需求和意向，并发文确定带教导师和带教对象，明确带教任务。

5.2 计划编制

由带教导师会同带教对象共同制定带教计划，包括业务带教活动的目标、内容、方式、时间等，填

写《“专业立局”业务带教计划表》（见附录A）。带教计划应报人事管理部门备案，作为带教工作考

核的依据之一。

5.3 实施方式

带教方式包括理论培训、实务操作、考察调研、外派学习、学术研究、在岗实习等方式，可根据岗

位实际进行选择、补充。

5.4 实施期限

带教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确需延长的，由带教导师向人事管理部门提出。

5.5 考核

5.5.1 日常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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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 带教导师应按带教计划每季度对带教对象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估，填写《“专业立局”业务带

教日常考核评估表》（见附录 B），并将评估表报人事管理部门。

5.5.1.2 人事管理部门对带教实施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

5.5.2 结业考核

5.5.2.1 实施期满，带教对象应撰写学习总结，进行自我评价，经带教导师评估后，认为带教对象完

成带教计划任务的，由带教导师向人事管理部门提出考核申请，填报《“专业立局”业务带教结业申请

表》 (见附录 C)。

5.5.2.2 由人事管理部门组织人员对照结业考核评价表对带教对象进行结业考核，根据《“专业立局”

业务带教结业考核评价表》（见附录 D）综合评分。

5.6 经费保障

单位财务部门应积极提供资金保障，为业务带教工作做好培训、实习、调研等方面的费用支持。

6 表彰奖励

明确若干名优秀带教导师和带教对象进行表彰奖励，优先给予挂职锻炼、外出考察学习等机会，并

作为年度评优、评先及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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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计划表

表 A.1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计划表

带教业务

带教导师 联系方式

带教对象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带教目标

带教计划

带教内容 带教方式 带教时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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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日常考核评估表

表 B.1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日常考核评估表

带教业务

带教导师 带教对象

内容 时间 评价

理论学习情况

实务操作情况

考察调研情况

外派学习

学术研究

在岗实习

其他事项

总体评价意见：

带教导师：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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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结业申请表

表 C.1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结业申请表

带教业务

带教导师 联系方式

带教对象 联系方式

学员自评

日期：

导师评价

日期：

人事管理部门意见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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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结业考核评价表

表 D.1 “专业立局”业务带教结业考核评价表

带教业务

带教导师 带教对象

评分项目 内容要求 评分

完成计

划任务

（80 分）

带教计划

（10 分）
带教计划完整、详细、清晰，得 8-10 分。

计划实施情况

（40 分）

1.带教过程性资料齐全，内容详实，得 20-30 分；

2.按照要求完成一季度一报告，材料齐全，得 15-20 分。

计划完成情况

（30 分）

按照计划完成带教任务：

1.完成季度学习小结及情况评估的，得 8-10 分；

2.完成年度带教总结的及评价申请的，得 8-10 分；

3.完成预定目标任务的，得 10分。

带教成果

（得分上不封顶）

□参与起草制订各类标准并发布：

（国家及以上标准 40分、省级标准 30 分、市级标准 20分）

□针对实际问题制订制度并发布：

（国家及以上 40分、省级 30 分、市级 20分）

□获取检查员或相似资质：

（国家及以上 40 分、省级 30 分、市级 20 分，其他相似资格证书按

同级赋分）

□参与的课题获得奖励：

（获国家级奖励 40分、获省级奖励 30 分、获市级奖励 20分）

□发表调研文章：

（国家及以上 40 分、省级 30 分、市级 20 分，第一顺位得满分，第

二顺位、第三顺位减半得分，其后不得分）

□解决实际问题：

（由考核组按情况给分，不超过 20分）

总分

注：70分以上为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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