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人社規字 〔2021〕 3号

市入社局市工立和信息化局美子牙展

集成屯路青立取称坪倫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局、工立和信息化局,各委亦局 (集

囲公司 )、 人民困体、大寺院校人力資源 (取称 )部 11,各声立

人オ創新剣立咲盟,有美単位:

力深入実施人オ張市哉略,貫御落実我市 “一基地二区"

功能定位和制造立立市曰林,促辻自主創新重要源共わ原始創

新主要策源地建没,助推信息技木tl新泣用声上友晨,加快集

成屯路を上人オ集衆わ培赤,根据 《国券院美子印友新時期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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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集成屯路声立和軟件声立高反量友晨若千政策的通知》(国友

〔2020〕 8号 )和市人社局、市工立和信息化局 《美子深化工程

技木人オ双称制度改革的実施意見》(津人社局友 〔2019〕 39

号 )精神,生合我市集成屯路声上友晨実昧,市入社局、市エ

立和信息化局決定在工程技木取称系列中増没集成屯路寺立。

現就有美同題通夕女口下:

一、坪倫苑日

在本市 (合 中央和外省市駐津)的企上、事立単位、社会

困体、♯公姪済鉦鉄和社会幻象中,在取八事集成屯路没it、

生声、封装、深1武 、装各、材料等相美蘭位工作的寺立技木人

員,以及双事相美工作的自由取上者,可参加集成屯路寺立双

称坪介。

対全面実行蘭位管理、寺立技木人オ学木技木水平有蘭位

駅責密切相美的事立単位,集成屯路を立取称泣在蘭位身胸叱

例内升晨駅称坪常。

二、晨象没畳

集成屯路寺立駅称没初象、中鉄和高坂,其 中,初坂取称

分没貝級和助理坂,商坂駅称分没副高坂和正高坂。各晨象対

立的姿格名称婦 1カ :技木貝、助理工程奸,工程lT,高象エ

程JT、 正高級工程りT。

三、坪倫方式

-2-



(一 )初鉄駅称 (技木貝、助理工程州 )釆取単位聘任方

式。用人単位接照本市有美規定,対符合姿格条件的人員逃行

立鏡考核合格后, 自主聘任其初坂取称。

(二 )中鉄取称 (工程師 )、 高級取称 (高坂工程姉、正高

級工程姉)釆取坪常方式。取称坪常委員会鉦象坪常寺家牙晨

坪常,姿坪常通辻的人員取得相立取称,由用人単位聘任。

(二 )鼓励具各条件的企事立単位,接照 《天津市寺立技

木双称自主坪常工作方法 (拭行 )》 的有美規定,申情升晨集成

屯路寺立双称自主坪常,我市声立人オ創新創上咲盟可申清カ

盟内企立升晨集成屯路寺立駅称咲合自主浮常。

四、坪申机拘

(一 )市工立和信息化局是工程技木系列集成屯路を立駅

称的寺立主管部11,久 責俎建天津市工程技木系グ1集成屯路寺

立副高象駅称坪常委員会,升展副高坂和中象双称坪常工作 ,

取称坪常赤事机杓悛在天津市工立和信息化研究院。接照我市

取称坪常寺家庫制度要求,建立不少千 33人的坪常寺家庫,由

集成屯路寺立相美頷域具有高坂駅称的寺家_FI成 (英 中,正高

級取称人数不少子恙数的 1/2),企立技木寺家不少子 30%(共

中,来 自民菅企立和社会江鉄的寺家不少予企立技木寺家人数

白や 1/3 )。

(二 )正高象駅称坪常工作,由天津市工程技木系列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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笈駅称坪常委員会久責,駅称坪常亦事机杓没在天津市人オ考

汗中心。正高級坪常寺家庫須増カロ集成屯路寺立相美頷域的正

高吸駅称寺家 10名 以上。

五、坪申椋准

在天津市工程技木系列駅称坪介林准基拙上,第合集成屯

路寺立実隊,大力破除 “四唯",突 出倉J新 能力、反量、実数、

i献早向,制定 《天津市工程技木系列集成屯路寺立駅称坪介

林准》(附件 )。 荻准升晨双称自主汗常的用人単位或声立人オ

剣新創立咲盟,可在不低子市坂林准基拙上,制 定自主坪常林

准。

六、坪申程序

集成屯路駅称寺立正高級、副高級、中級的申技坪常工作 ,

全程依託“夭津市寺立技木人員取称管理信息系坑"(国 址 :

h"巧Ob hrss.j.govcn/rsrc/tiWb/maitthnlenoghdg.hml, 以下筒

称“駅称管理信息系坑")升晨,実行“国上申報、国上受理、国

上常核、国上坪常、図上友江、国上査職"。 具体程序女口下:

(― )公布姜排。根据市人社局当年度取称坪常工作′き体

安‖卜,市工立和信息化局公布集成屯略駅称寺立当年度駅称坪

常工作具体安劇卜.

(二 )申損常核。申扱人在規定的Ht限 内登乗駅称管理信

息系銃,接要求在銭填技相美信息、上侍佐江材料,4用人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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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i lll芹 公示、立弁主管部11逐級常核通辻后,根送取称汗常亦

事机胸。

(二 )坪常/AN示 。取称IT常亦事机詢登永駅称管理信息系

銃在銭申核申報人材料,根据有数申報人数,在銭柚取同行坪

常寺家后召升IT常 会洪,平常后対平常通辻人員逹行公示。

(四 )表駆江ギ。公示元昇袂的,在双称管理信′き系坑中

公布坪常生果,井生成屯子駅称江や,平常通辻人員可在銭自

動下載打印。

七、支持政策

(一 )堅持以上織沿英雄的早向。破除 “四唯"傾 向,着

重IT介 申報人的創新能力、演量、実数わ貴献,注 重考察人オ

対声立促辻、科技創新、成果業化等方面的実豚貢献,実行科

学家、企立家挙孝制,対行立頷軍人オ可宣接推存正高坂取称。

(二 )企立対海内外引邊人オ、急需緊快人オ、仇秀青年

人オ,可根据其立猿水平直接申報相庄尿鉄双称。申根人可免

企上自主決定的寺利、項目、案例、研究報告、武制恙劣、エ

作方葉、浚il文件、《立鏡江明函》等成果形式誉代沿文。

(三 )企立対博士、博士后或荻得助理工程師 2年以上的

項士人オ可自主聘任カエ程師。在民菅企立博士后科研工作堵、

博士后創新実践基地及事科研工作的博士后,荻得省部象以上

基金資助或作力主要参与人完成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出堵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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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企立工作的,企上可自主聘任力高級工程岬.

(四 )符合集成屯路双称寺立資格条件的高技能人オ,可

申技相泣晨象的集成屯路寺上取称。

(工 )己取得其他寺立駅称的人員,在集成屯路寺立開位

工作満 1年的,可着坪同晨坂集成屯路寺立取称;符合集成屯

路寺上高一尿鉄駅称申根条件的,可直接申板.

(六 )♯公姪沸姐鉄人員和自由駅立者,可接照 《市人社

局美子邊一歩微好民菅企立双称工作的通知》(津人社規字

〔2020〕 4号 )有美規定,申 技集成屯路寺立取称。

(七 )接照 《市人力社保局美子落実京津業寺立技木人員

駅称姿格互汰協決的通夕》(津人社局友 〔2017〕 58号 )規定,

集成屯路寺立各晨鉄駅称江ギ,在京津業三省市蒐国内均可互

決。

八、姐象保障

(― )提高鮎仁,明境分工。没立集成屯路駅称寺立,是

深化駅称制度吹革、激友企立和人オ創新活力、支持声立人オ

創新創立咲盟友晨、助推我市高反量友晨的重要挙措。市人社

局、市工立和信息化局接照各自双責,微好政策宣侍、工作部

署、せ程管理、it規交二年工作。各双称工作部 |]、 声立人オ

創新剣立咲盟わ用人単位要密切合作,切実徴好政策椎介、申

根常核、坪常公示等工作,魂保取称坪常工作版オ1実施。

-6-



(二 )聰妥推辻,昔造え回。各駅称工作部 11、 声上人オ

創新創立咲盟わ用人単位要充分快沢新増寺立駅称坪常的隻染

性,周 密部署,精
`む
安排,芦格程序,漁慎実施。要及吋恙劣

友現典型案例,宣侍集成屯路人オ在天津成長的故事,菅造集

成屯路人オ良好的友晨生恣。

(二 )強化上言,境保琉曇。市人社局、市工立中信息化

局在

'1片

国輩公布挙根屯活,接受挙根投訴,対挙扱銭索辻行

核査;対tT常机杓的坪常全辻程逃行監督柚査,対 iT常 中友現

的逹法逹規同麺接規定予以戸粛炎理。対企人逹規井査実的,

接程序取消其駅称資格;対管理不規蒐的用人単位,由 上弁主

管部11責今其整茨。

本通力自2021年 5月 1日 起施行,有数期至2024年 4月

30日 。

附件:天津市工程技木系列集成屯路寺立取称坪介林准

SID
】串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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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工程技木系列集成屯路寺立

駅称汗倫林准

一、基本条件

(― )政治索演好,連守中準人民共和国完法わ法律法規。

(二 )具有良好的取止道億、敬立精神,作ヌ端正。

(二 )熟愛本駅工作,身′む健康,能決真履行開位双責。

(四 )接国家和我市規定,特合有美年度考核わ継壊教育

相美要求。

二、技木員資格条件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拙上,技木員述泣符合以下条件 :

(― )学所、介万姜ネ。泣符合下列条件え一:

1.具各大学寺科、中等双上学校半立学灰,在集成屯路寺

立関位工作満 1年 ,井姪所在単位立鏡考核合格。技工院校半

立生可接有美規定申椒,其 中,中 級工班半立生在取称坪介叶

祝同力中寺学月,商象工班半立生祝同力大寺学所,下同。

2.具各中鉄取立資格或取立技能等級,八事集成屯路寺上

相美工作満 2年。

(二 )寺上籠力、上績成果姜ネ。泣熟悉集成屯路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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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拙理沿知メ和寺立技木カメ,具有完成一般技木補助性工作

的実昧能力,能鬱承担蘭位取責任券。

三、助理工程師資格条件

在各合基本条件的基拙上,助理工程奸迩泣符合以下条件:

(― )学万、介万姜ネ。泣各合下列条件え一:

1.具各博士、硬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及事集成屯路寺

立相美工作。

2.具各大学本科学所或学士学位,在集成屯路を立蘭位エ

作満 1年;或具各大学寺科学所,在集成屯路寺立歯位工作満 3

年;或 具各中等取工学校半立学所,在集成屯路寺立関位工作

満 5年 ,井姿所在単位立鏡考核合格。技工院校半立生可接前

文規定申根,其 中,預各技岬 (技灯)班半立生在駅称汗介 lll

祝同力本科学所,下 同。

3.具各高象工駅立姿格或駅立技能等坂,八事集成屯路寺

立相美工作満2年 .

(二 )寺上能力、上壊咸果姜ネ。泣掌握集成屯路々止的

基硼理恰和寺立技木カメ,具有独立完成一般性技木工作的実

昧能力,能修炎理一般性技木同題,指早技木貝升晨工作,較

好的完成蘭位取責任券。

四、工程師資格条件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拙上,工程師迩庄符合以下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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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力、介万姜ネ。泣符合下列条件え一:

1.具各博士学位,よ事集成屯路寺立相美工作。

2.具各項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取得助理工程畑姿格井

担任助理工程姉双券満 2年。

3.具各大学本科学所或学士学位,或具各大学寺科学月 ,

取得助理工程州姿格井担任助理工程lT駅券満4年。技工院校

半上生可接前文規定申報。

4.具各技斤駅立資格或双立技能等鉄,人事集成屯路寺立

相美工作満 3年。

(二 )寺上能力姜ネ。庄熟妹掌握井能修逐用集成屯路寺

立的基拙理希和寺立技木カメ,熱悉国内外寺立現状和友晨走

勢,能修指早助理工程卯工作。此外,在担任助理工程lT期 同

透泣符合下all条件え一:

1.有独立承担較隻条項目的研究、没汁工作能力,能解決

本を立疱国内比較隻条的技木同趣。

2.有一定よ事工程技木研究、浚十二作的実践姪琥,能吸

ll■ 、采用国内外先邊技木,在提高研究、浚十水平和埜済敷益

方面取得一定成鏡。

3.基本掌握現代生声管理和技木管理的方法,有独立解決

比較隻染技木同題的能力。

4.有一定及事生声技木管理的実践姿お,取得有実用介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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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木成果わ姪沸数益。

(二 )jL績成果姜ネ。担任助理工程

"取
弁后,泣具各下

列3項及以上条件:

1.参有完成 1項及以上省部象集成屯路寺立相美的研究保

麺,井劣項。

2.参与国家、行立、省部鉄集成屯路を立頷域友展規支1、

哉略決策等相美政策、林准、規疱、法律、法規的制定,井銀

布実施。

3.作力主要完成人 (前 5名 )完成本単位集成屯路寺立頷

域工程項目的規支J和実施工作,制定本単位集成屯路寺立管理

林准、哉略、友晨規支1、 管理制度;或作力子項目寺立負責人 ,

在項目管理、科研升友、生声姿菅、技木特性与:1逃等工作中

咸敷明昆。

4.独立完成本単位集成屯路寺立飯域項目、声品或服券的

没十升友,力単位取得較好的姿沸妓益。

5.作力第一、二作者或邁ス作者,在学末期刊上公升友表

集成屯路寺立沿文或調研報告 1篇及以上;作力第一、二作者,

在省部鉄寺立学木会洪上友表集成屯路寺立沿文 1篇及以上;

作力第一作者,撲写集成屯路寺立的単位内部研究技告 1篇及

以上,要求引用数裾芥全、身カエ碗,井42名 高鉄工程師坪

洪江明,具有一定実用含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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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完成集成屯路寺立頷域己授板的友明を利或実用新

型寺利 1項及以上。

7.作力項目参与人,完成相美寺立頷域国家坂寺項 1項及

以上,井第項。

8.在 中国 500張企上,参考完成相美寺立頷域寺項 1項及

以上,井繊項.

(四 )成格条件。不満足本条第 (― )款学房、姿冴要求,

仁担任助理工程姉駅弁后具各下列条件え一的,可破格申根:

1.免集成屯路寺立領域相美寺立項目,荻区局象科学技木

美励二等失及以上的主要完成人 (前 54)。

2.荻得市鉄技木能手称号等茉誉。

3.参与信息技木創新泣用 (以下筒称“信創")領域省部坂

自主創新項目取得明ユ成果 (前 54),或満足本条第 (三 )款

立続成果要求的4項 以上,井42名 相夫寺上高級工程肝IE若

及立券主管部11同 意。

五、高級工程師資格条件

在符合基本条件基硼上,高鉄工程

"述
泣符合以下条件 :

(― )学所、介所姜ネ。立符合下列条件え一:

1.具各博士学位,ス事集成屯路を立相美工作満 2年。

2.具各硬士学位、第二学士学位、大学本科学所或学士学

位,取得工程師資格井担任工程師双券満 5年。技工院校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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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接前文規定申恨。

3.具各高坂技州取上資格或駅立技能等級,洪事集成屯路

寺立相美工作満4年。

(二 )寺上能力姜ネ。泣系坑掌握集成屯路寺立的基拙理

浴和寺立技木如メ,掌握国内外寺立現状和友展走勢,具有友

現、分析和解決実昧同麺的能力,能修指早、培赤中青年学木

技木骨千、工程岬或冴発生的工作学コ。此外,担任工程師駅

券期同迩泣符合下列条件え一:

1.能修承担或4鉄重要、隻染、美鍵工程項目的没十,什

対美鍵技木提出拭駐要求わ実施方案,井能修解決浚II中 的技

木准麺。

2.能修承担或鯉鉄重要、隻染声品或工程項目的実施,井

能修解決生声辻程中的技木准題 .

3.能修承担或姐鉄重要、隻染、美錠的研究渫麺,提出或

常定美鍵技木友晨規支1及分析力江報告。

4.能鬱升展引邊国外先逃技木声品的凋研,井提出可行性

分析力江報告,能彰対声品消化、吸ll■ 、政逹、剣新、推声。

(二 )上墳成果要求。担任工程岬駅弁后,泣具各下列 3

項及以上条件 :

1.免集成屯路寺立項目,荻省部鉄科技失励二等美及以上 ,

具有企人江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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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或参与完成 2項及以上省部象集成屯路を立研究保

題,井第項。

3.参与国家、行立、省部鉄集成屯路寺立中K期友晨規支1、

重大哉略決策相美政策、林准、規苑、法律、法規的制定,井

飯布実施。

4.久 貴制定本単位集成屯路管理林准、出略、友展机支1、

管理制度;或作力集成屯路を上久責人,在項目管理、科研升

友、生声姪菅、技木著iL与 引辻等工作中成残呈著。

5.主持完成 2項及以上本単位集成屯路を立重点項目,カ

単位取得較高的姪沸敷益。

6.作力主要作者瑞写井友表集成屯路を立著作成澤著 10

万字及以上;作力第一、二作者或ミス作者,在学末期刊上公

升友表集成屯路寺立恰文或調研扱告2篇及以上;或作力第一、

二作者,在省部坂寺立学木会政上友表集成屯路寺立恰文 2篇

及以上;或作力第一作者,撲写集成屯路を上的単位内部研究

報告2篇及以上,要求引用数据芥全、身浴正魂,井42名 正

高鉄工程師汗決江明,具有一定実用介値。

7.作力主要完成人 (前 5名 ),参与完成集成屯路寺立飯

域己投叔的友明寺利或実用新型寺利 2項及以上。

8.作力項目参与人,完成相美寺立頷域国家重大寺項 1項

及以上,井劣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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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世界 500張企立,参考完成相美寺立領域重大寺項 1

項及以上,井結項。

(四 )雄 条件。不満足本条第 (一 )款学所、姿灰要求,

仁担任工程州取弁后具各下列条件え一的,可破格申報:

1.免集成屯路寺立相美項目,荻省部鉄科技失励二等美及

以上的主要完成人 (前 5名 ),或荻省部坂工程技木行立美失項

二等美及以上 (額 定人員 )。

2.荻得国家を利金、銀失的主要完成人 (前 5絡 )。

3.荻得中準技能大芙、全国技木能手称号等東誉。

4.参与信創頷域国家坂自主創新項目取得丘著成果 (前 5

名 ),或 満足本条第 (三 )款立墳成果要求的4項 以上,井姪 2

絡相美寺立正高象工程奸推若及立券主管部11同 意。

六、正高象工程りT資格条件

在符合基本条件基拙上,正高級工程奸迩泣符合以下条件 :

(― )学所、☆所要求。一般庄具各大学本科以上学所或

学士以上学位,担任高坂工程lT取分満 5年。技工院校半立生

可按前文規定申報。

(二 )寺上能力姜ネ。具有全面系坑的々立理沿和実践功

底,学木科研水平高或者科学実践能力張,全面掌握集成屯路

寺立頷域的国内外前滑友晨功恣,具有引飯科技友晨前滑水平

的能力,能修推功集成屯路を立友晨,能修指早、培赤商象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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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lT或研究生工作学コ。此外,在担任高象工程畑期日,4泣

符合下列条件え一:

1.能鬱牽夫申清荻得井主持完成省部坂以上重点工程項目、

攻美項目、技木旬新項目等。

2.能修主持完成立内決可的省部象高水平深趣研究。

3.能修逐用新理力、新技木、新方法、新工乞解決技木准

麺;在科技成果業化辻程中具有升を1性逐用工程技木的能力。

(二 )並墳成果妥ネ。担任高鉄工程lT取券后,庄具各下

列3項及以上条件 :

1.作力工程技木項口主持人或声品久責人曽創造性完成至

少 1項 ,或作力主要完成人 (前 5絡 )完成省部象及以上重点

工程項目、科技攻美項目、技木tJ新項目2項及以上,其技木

水平丈子国内頷先地位井在解決美鍵性技木日題中起到主要作

用,項 目或声品己被省部坂以上相泣的主管部11基定或詮牧。

2.在技木上有重大友明或重大革新,解決逍工程技木飯域

的技木准題,升友出新声品、新材料、新没各、新工乞,井 己

投入生声,其成果荻国家坂失 1項或省部鉄二等及以上失2項

及以上 (具有企人ijEや 或前 5名 洸或作力第一完成人,其成果

的可叱性技木姪沸指林交予国内頷先水平。

3.作力相美寺立的主要技木久責人曽唸1造性完成 1項及以

上,或 作力主要完成人完成省部鉄及以上深趣研究項目2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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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井取得塁著妓益。承担的重点項目技木報告,4同行寺

家坪洪具有国内頷先水平,技木沿江有深度,渭研、浚十、淑|

拭数据芥全、准碗。

4.作力相美寺立的主要技木負責人,在技木攻造、林准十

量、科技信息等研究、升友、推片、泣用工作中,取得省部鉄

及以上科技成果,其技木媒合指林迷到国昧先逃水平成国内頷

先水平,井通辻省部鉄以上基定;或作力主要技木久責人主持

的技木項目取得ヱ著残益,井通辻省部坂以上基定。

5.作力主要撲写人,完成国内外公升出版的相美寺立学木、

技木寺著 (単部著作企人承担 20万字及以上ヽ 或作力第一作

者或通汎作者,在行立内公汰的高水平期刊上友表相美寺立的

学木、技木沿文2篇及以上。

6.作力第一起草人,主持制定せ省部鉄及以上行立技木林

准或技木規落,井飯布実施。

7.作力第一友明人,主持完成相美寺立己授枚的友明寺利

1項及以上,具有呈著4済和社会残益。

8.作力項目久責人,主持完成相美寺立頷域国家重大寺項

1項及以上,井生項。

9.在 世界 500張企立,主持完成相美寺立頷域重大寺項 1

項及以上,井分項。

(四 )成格条件。不満足本条第 (一 )款学所、資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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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担任高鉄工程lT取弁后具各下列条件え一的,可破格申技:

1.免集成屯路寺立相美項口,荻国家鉄科技失励 (具有企

人IIギ )。

2.主持信創頷域国家級自主創新項目取得重大成果,或満

足本条第 (三 )款立鏡成果要求的4項及以上,井姪具有相美

寺立5年正高鉄工程師姿所的2名 姿深寺立人士推芹及上分主

管部11同 意。                   、

七、有美説明

(一 )集成屯路相美を立苑曰

集成屯路取称寺立苑曰包括集成屯路浚il、 生声、封装、

浚1拭、装各、材料等 6大美 :

1.集成屯路没十:指 以可制造集成屯路版圏力曰林的双功

能描述到屯路版目的工程実現辻程,一般包括集成屯路屯子器

件及互逹銭模型建立、集成屯路週輯没十,渚女口数字、模似和

射叛等集成屯路物理没il,以及支禅集成屯路浚十的屯子没il

自動化等内容。

2.集成屯路生声:指屯子屯路在半早体晶回表面上的微型

化。集成屯j76生声制造工乞包括光刻(L血o)、 千法刻独 (E“ h)、

高子注入 (WP)、 清洗及湿法刻檄 (WET)、 高温炉管♯散及

咸膜 (Fumace)、 化学気相況釈 (CVD)、 物理気相況秋 (PVD)、

化学机械拠光 (CNIIP)等 工芝歩環。使用単晶桂晶国 (或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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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半早体材料 )作力基晨,利用各稗半早体制造工乞,通辻整

合成工乞流程,把屯路中所需的晶体管、屯阻、屯容和屯感等

元件及布銭互逹在一起,成力具有所需屯路功能的微型輩杓。

集成屯路制造技木市点以能迷 Fll的 最小銭完逹行分美,例 女ロ

035微米、0.18微米,90幼米,14幼米,7幼米,5幼米等。

3.集成屯路封装:包括倒装志片 (FC)、 建通孔 (TSV)、

僕入式封装 (ED)、 扇入 (Fan―in)/扇 出 (Fan‐out)型 晶回坂

封装、系銃鉄封装 (鉤P),多 志片封装 (multi de packattg),

立体封装25D&3D IC Packagingl、 微机屯有感淑1元件封装

OEMS and sensor Packaging),嵌 入式多志片互逹析接 (EMIB)

封装技木等。

4.集成屯路深l拭 :指利用淑1武没各淑1拭実江恙片是否迷到

悛十要求指林,足否満足実昧使用不境要求,与 其セ声商声品

相叱是否具有性能和成本方面的党争力。洟1拭主要包括:性能

双1拭 、可掌性測拭、声品良率淑1拭等。淑1拭方式:wafer上的裸

片淑1拭、封装后淑1拭等。

5.集成屯路装各

(1)8-12英寸集成屯路桂片加工没各:単晶炉、液磨没各、

切片没各、例角悛各、研磨没各等。

(2)品 回制造浚各:光刻浚各、化学机械樋光没各、刻彼

浚各、薄膜況秋没各、高子注入浚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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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封淑1没各:磨片、支1片 、装片、鍵合、塑封、晶園測

拭 (CP)和志片決1拭 (Fr)等各企工序上所使用的各美隻染没

各。例ナロ,切 割戒薄没各、引銭机、鍵合机,測拭不市中的探

針合、測武机、分逃机、理想信号友生没各、信号分析没各、

屯圧源屯流源基準源等没各。

6.集成屯路材料

(1)器件海道材料:1lN商先雄,Ⅲ―V族半早体((LGa)As,

oしGりP, cLGa》J)、 破納米管、石墨帰、黒緋、せ渡金属硫

属 化合 物 ⅣⅨ 2(M=MO、 w、 v、 ■、Ta等 ,X=S、 Se、 Te)、

鉄屯半早体 (h2Se3)等。

(2)器件柵介反材料:HЮ 2ヽ ⅢるЮ2、 A1203、 Y203、 苑

徳瓦外斯材料 BN、 MX3(M SC、 Y、 Bi等 ,X=Cl、 Br、 I)等。

(3)屯板材料:TIN,TaN。

(4)大功率器件材料 (分立器件 ):Si、 SiC、 GaN、 Ga203

等。

(5)封装材料:早屯,Cu、 Al及其合金 Sn_Pb、 Sn―Ag、

Sr Ag‐Cu等 ;陶 奇村底,A1203、 AIN、 Si3N4等 。志片封装材

料包括封装基板、引銭枢架、村脂、徒合Z、 傷球以及屯彼液、

屯子特和気体等。

(二 )中 国 500張企立、世界 500張企立

中国500張企立是由中国企立咲合会、中国企立家協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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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昧慣例狙象坪地、友布的中国企立‖行榜,可参照 《中国企

立咲合会官回》500張企立名単或 《財富》染志各年度中国 500

張‖卜行榜。

世界 500張企立是由《財富》染志友布的世界企立排行榜 ,

可参照 《財富》染志各年度世界 500張排行榜。

(三 )主持或項目負責人,是指核項目主持人或久責人 ,

411列 項目成長第一。

(四 〉公升出版,是指有国内林准ギ号 (ISBN号 ),或国

内統一刊号 (CN号 ,美別代4F)或 国豚坑一刊号 (ISSN号 )

的出版物。

(五 )高水平期刊,包括北京大学四ギ信 “中文核′む期刊"、

南東大学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 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
`む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む期刊"。

(六 )寺並技木工作年限,是指八事本寺立或相近寺並エ

作的累十有数年限,工作年限十算裁止至参坪当年 12月 31口 。

(七 )凡冠有 “以上"的 ,均合本坂或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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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会保障局外公室    2021年 4月 2日 FF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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