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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环境卫生行业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

为促进湖南环卫一体化战略的落地实施，进一步加强我省环

境卫生行业管理，充分发挥行业专家的作用，提高行业技术和管

理水平，促进我省环境卫生事业健康科学发展，规范环卫行业专

家库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专家库建设原则

1. 专业引领，模范表率。

2. 以人为本，价值创造。

3. 分级分类，动态管理。

4. 标准统一，量化评价。

二、专家库体系设计

1. 专家库按照两级三类体系设计，即按地域分省市两级，每

级按环境卫生行业特点分学术与技术类、管理与运营类、职业技

能类等 3个类别，每个类别分有不同的专业，共 18个专业。

2. 专家库不同类别设置不同专业，见附表 1，专家库的专业

设置随着政策和行业发展而调整，由行业协会统一发布。

3. 学术与技术类专家主要包括：在高校、科研设计院所、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单位熟悉环境卫生行业各级政策法规和标

准规范，在擅长领域（专业）内技术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

富的行业从业者。

4. 管理与运营类专家主要包括：①长期在环卫行业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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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熟悉行业政策与标准，精通环卫系统各项业务、项目、装

备及设施等管理工作；②在环卫项目（包括工程项目与运营项目

等）的咨询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监管等环节有丰富经验的

管理者或实施者；③在环卫企业（包括制造型企业和服务运营型

企业等）的管理岗位的职业经理人或职能部门资深专业管理者

（HR、金融、文化等）。

5. 职业技能类专家主要包括：在环卫制造企业或环卫运营项

目一线的包括生产技术、车辆装备操作以及维修养护等方面有突

出技能表现的优秀基层工作者。

三、专家责任和义务

1. 组织（参与）协会组织的相关行业交流、技术研讨等活动。

2. 承担（参与）相关行业标准、规范、教材、题库等起草、

制订及修订工作。

3. 承担（参与）协会的相关课题研究、市场调研等工作；

4. 承担（参与）资质等级和信用等级评定工作。

5. 承担部分受省厅委托的各项评估与考核工作。

6. 承担（参与）协会组织的各类管理创新、技术攻关、设备

改造工作、项目及成果评审等工作。

7. 担任技能竞赛裁判、教练、命题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评

委，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督导员等工作。

8. 担任职业导师、培训师，传授工作经验、专业知识和技能，

带动和培养各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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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担任行业协会智囊团，组建攻关团队，为会员单位企业解

决发展战略、经营管理或技术研发等方面的难题。

四、申报条件

1. 根据专家的等级、类别和专业设置，按照职业素养、专业

水平、工作经历、年龄五个方面情况设置专家库的申报条件（见

附表 2）。

2. 拥有下列荣誉称号之一且与申报专业相符的人员，不受申

报条件的限制，在自愿的前提下可直接入专家库：

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获得国家级专家人才称

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科技发明奖人员；获得部委、省级、行

业（国家）专家人才称号；获得国家级或省级技能大赛前三名等

环卫行业从业人员可直接进入专家库（省级）。

②获得地市级以上政府部门授予的相关个人荣誉，在环卫行

业企事业单位超 10年以上的从业者，可适当放宽条件，准入专家

库（市级）。

五、申请入库流程

1. 申报：专家入库申请采取推荐申报制。即由湖南省市州级

以上环境卫生协会或县级以上环卫主管部门（城管或环卫）推荐

申报，申报时间不限定。申报人员可根据所在岗位及从事专业，

对照申报条件进行申报。申报人员提供的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可

查可证。

2. 审查：湖南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环卫分会组建专家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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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各地推荐申报的专家组织集中审查，根据实际情况每年组

织 1-2次。

3. 公示：审查通过的专家名单进行公示。通过公示的专家列

入湖南省城市环卫专家库，并颁发证书。

4. 入库：湖南省各级专家证书统一编号，统一印制，可在官

网和官方微信上进行查询。

六、管理与监督

1. 湖南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环卫分会负责专家库日常管理，

各市州环卫协会或委托单位负责辅助对市级专家库进行日常管

理。

2. 按照“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原则，对在库专家实施动态

管理；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确保专家遴选过程的公平、公正、

公开。

3. 专家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须进行绩效评价，根据评估

结果决定是否续聘入库。行业协会每年可根据行业发展需求调整

专家类别和专业并新增相关专家入库。

4. 环卫分会秘书处负责对专家库中的专家的活动参与、工作

态度、工作质量以及行业企业对其工作的评价进行记载，并作为

是否续聘入湖南环卫行业专家库的重要依据。

5. 有以下情况者，入库专家自动退出专家库：①违法违纪；

②开除公职或党籍；③多次无理由不配合工作，长期缺席协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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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专家活动；④因身体原因或其他原因申请自愿退出；⑤任期

内的专家离开并不再从事环境卫生相关工作岗位。

七、激励与培养

湖南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环境卫生分会对在库专家建立一定

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专业人才的培养。

1. 建立专家津贴制度，对在库专家依据实际在库月数，在年

度绩效评价后按年计发专家津贴。由于目前行业专家库规范化建

设刚刚启动，配套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省级专家津贴于每年年

底统一发放，标准待定，市级专家 2019年暂不设固定津贴。

2. 入库专家参与协会组织的相关学术或评价活动，有单项专

家费用，按出席活动的类别以及规模另定。

3. 优先推荐专家库成员参加国家、行业（央企）、地方各类

专家人才的评选。

4. 优先推荐专家库成员成为各级财政部门招投标专家库成

员。

5. 优先为在库专家提供经验、学术、技术及技能交流和展示

的平台。

6. 优先推荐在库专家参加国内外各项行业考察、培训、调研

活动。

7. 所有入库专家都将受邀成为湖南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环

卫分会个人会员且在库期间免收会费，颁发会员证书，享有协会

为会员单位提供的各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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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大对在库专家先进事迹和突出业绩的宣传，发挥在库专

家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引导系统广大职工立足本职、不断进取、

岗位成才。

八、附则

1. 本办法由湖南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环境卫生分会制订、管

理并负责解释。

2. 本办法自 2019年 6月 5日起实施。

附件：1. 专家库类别与专业设置表

2. 专家库入库申请基本条件（分三类）

3. 专家入库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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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专家库类别与专业设置

专业 专业说明

学术与技术类

（Ⅰ类）

管理与运营类

（Ⅱ类）

职业技能类

（Ⅲ类）

学术与技术类

专 家 主 要 包

括：在高校、

科 研 设 计 院

所、政府机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内，熟悉行业

各级政策法规

和标准规范，

在 擅 长 领 域

（专业）内技

术理论基础扎

实，实践经验

丰富的行业从

业者

管理与运营类专家主要包括：

①长期在环卫行业主管部门任职，

熟悉行业政策与标准，精通环卫系

统各项业务、项目、装备及设管理

工作；

②在环卫项目（包括工程项目与运

营项目等）的咨询设计、投资、建

设、运营、监管等环节有丰富经验

的管理者或实施者；

③在环卫企业（包括制造型企业和

服务运营型企业等）的管理岗位的

职业经理人或职能部门资深专业

管理者（HR、金融、文化等）

职业技能类专家主

要包括：在环卫制造

企业或环卫运营项

目一线的包括生产

技术、车辆装备操作

以及维修养护等方

面有突出技能表现

的优秀基层工作者

01清扫保洁 城镇环卫清扫保洁 Ⅰ-01 Ⅱ-01 Ⅲ-01

02垃圾清运 垃圾清运 Ⅰ-02 Ⅱ-02 Ⅲ-02

03环卫 PPP项目
主要指城乡环卫一体

化
Ⅰ-03 Ⅱ-03 Ⅲ-03

04环卫车辆

与装备

环卫行业的大小车辆

设备、新能源车辆等

相关
Ⅰ-04 Ⅱ-04 Ⅲ-04

05环卫设施
收集点、中转站、停

车场、岗亭等环卫设

施
Ⅰ-05 Ⅱ-05 Ⅲ-05

06垃圾焚烧 垃圾焚烧 Ⅰ-06 Ⅱ-06 Ⅲ-06

07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 Ⅰ-07 Ⅱ-07 Ⅲ-07

08有机垃圾处理
餐厨垃圾、园林垃圾、

市政污泥等有机垃圾

的收运、处理与处置
Ⅰ-08 Ⅱ-08 Ⅲ-08

09垃圾填埋场
垃圾填埋场建设与运

维
Ⅰ-09 Ⅱ-09 Ⅲ-09

10渗滤液处理 渗滤液处理 Ⅰ-10 Ⅱ-10 Ⅲ-10

11智慧环卫 智慧环卫 Ⅰ-11 Ⅱ-11 Ⅲ-11

12公共厕所 厕所革命相关 Ⅰ-12 Ⅱ-12 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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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空气净化
垃圾、公厕等除臭设

备、药剂与技术工艺

等
Ⅰ-13 Ⅱ-13 Ⅲ-13

14垃圾堆肥 垃圾堆肥 Ⅰ-14 Ⅱ-14 Ⅲ-14

15粪便处理 粪便处理与处置 Ⅰ-15 Ⅱ-15 Ⅲ-15

16大件垃圾处理 大件垃圾处理 Ⅰ-16 Ⅱ-16 Ⅲ-16

17建筑垃圾处理 建筑垃圾处理 Ⅰ-17 Ⅱ-17 Ⅲ-17

18其他 环卫行业其他领域 Ⅰ-18 Ⅱ-18 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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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

专家申报条件（学术与技术类）

项目 省级 市级

职业素养 爱岗敬业、责任心强、行业认可

专业水平

（符合其一即可）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2.副高级以上职称（专业技

术资格）

3.至少在行业专业刊物发

表期刊论文 3篇及以上

4.环卫行业（专业）龙头企

业核心技术骨干

5.协会特聘行业专家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中级以上职称（专业技术资

格）

3.至少在行业刊物发表期刊

论文 1篇及以上

4. 环卫行业（专业）重点企

业核心技术骨干

5.协会特聘行业专家

工作经历
从事环卫或垃圾处理处置

相关工作 10年经验及以上

从事环卫或垃圾处理处置相

关工作 5年经验及以上

推荐单位要求

须地市级（或以上）环卫主

管部门或地市级（或以上）

环卫协会推荐

须县级（或以上）环卫主管

部门或地市级（或以上）环

卫协会推荐

年龄 35-6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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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

专家申报条件（管理与运营类）

项目 省级 市级

职业素养 爱岗敬业、责任心强、行业认可

专业水平

（符合其一即可）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

（专业技术资格）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专

业技术资格）

工作经历

（符合其一即可）

1. 主管部门：在环卫主管

部门（政府或事业单位）管

理岗位年限 10年及以上；

2. 项目管理：有 2个以上

重大项目（合同总额在 1
亿以上）实施或运营管理经

验；

3. 职能管理：在环卫企业

职能部门管理岗位连续任

职 10年及以上；在职期间

对企业发展有重大贡献；

1. 主管部门：在环卫主管部

门（政府或事业单位）管理

岗位年限 5年及以上；

2. 项目管理：有 2个以上较

大项目（合同总额在 5000万
以上）实施或运营管理经验；

3. 环卫企业职能部门管理岗

位连续任职 8年及以上；在

职期间对企业发展有重大贡

献；

推荐单位要求

须地市级（或以上）环卫主

管部门或地市级（或以上）

环卫协会推荐

须县级（或以上）环卫主管

部门或地市级（或以上）环

卫协会推荐

年龄 30-65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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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

专家申报条件（职业技能类）

项目 省级 市级

职业素养 爱岗敬业、责任心强、行业认可

专业水平

（符合其一即可）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

（专业技术资格）

1.高中以上学历

2.具有助理级（或以上）职称

（专业技术资格）

工作经历

（符合其一即可）

1. 环卫行业车辆或设备生

产制造、维修保养、操作运

维等一线工作经验 15年以

上；

2. 环卫项目运营一线工作

经验 10年以上获得省级

“劳模”、“技术能手”等

荣誉；

1.环卫行业车辆或设备生产

制造、维修保养、操作运维

等一线工作经验 10年以上；

2.环卫项目运营一线工作经

验5年以上获得市级“劳模”、

“技术能手”等荣誉；

推荐单位要求

须地市级（或以上）环卫主

管部门或地市级（或以上）

环卫协会推荐

须县级（或以上）环卫主管

部门或地市级（或以上）环

卫协会推荐

年龄 30-60周岁



— 14 —

附件3

湖南环境卫生行业专家入库申请表

申报类别
□学术与技术类 □管理与运营类

□职业技能类

照片
专业

（≤5个）

专业编号

申报等级 □省级 □市级

个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政治面貌 学历

出生日期 参加工作时间

现工作单位 职称

现岗位（职务） 环卫行业从业年限

联系电话 邮箱

常住地址 微信号

学习/培训经历

起止年月 学校学院 专业

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单位和岗位（职务） 从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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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特

长简要

描述
请简要描述您的擅长专业领域以及相关从业经历等

主要成

绩与荣

誉 请简要描述您在职业生涯中所取得的主要成绩、荣誉或主要项目经验

或成果

科研成

果（论

文、专利

等）

推荐单

位意见

专家评

委会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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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城市建设行业协会办公室 2019年 6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