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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就业是指处于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具有
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公民，参加合法的社会劳动，
从而获得劳动报酬或劳动收入作为其生活主要来源
的状况。
       通俗说就是工作、劳动、挣钱，维持生计、
改善生活。 
   ▲创业：美国创业教育学家杰夫里·提蒙斯（Jeffry
 A.Timmons）对创业的定义：创业是一种思考、推
理结合运气的行为方式，它为机会所驱动，需要在
方法上全盘考虑并拥有和谐的领导能力。
        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
        通俗说创业就是开公司、办企业，当老板、
做生意，赚钱、致富。开创事业、实现自我价值。



就业就业

创业

创业

包融交织、最高形式、倍增效应。
           



             
▲就业：政党政府之使命。民生之本、发展之源、安国之策；四大宏观经济指标。 

                 百姓安生立命之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的集中体现，《宪法》赋予
公民最基本的人权。
  ▲创业：发展之基，就业之源，富民之本，创新创业是国家核心发展战略。是
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实现致富梦想的根本途径。

  ▲ 习近平：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李克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最大的民生是就业。稳增长的
下线是保就业，上线是防通胀。
  ▲十七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扩大就业发展战略，促
进创业带动就业。
  ▲十八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十九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
就业，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发展路径（双创）：创新带动创业，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创新创业驱动发展。
      创新创业就业——国家核心发展战略！



     ▲就业靠发展。

     经济发展是创造就业岗位、带动就业、扩大就业
的根本途径。

      ▲创业靠？

      创业靠运气？靠资金？靠人脉？靠市场？

     靠政府？靠领袖？靠团队？靠理想？靠坚持？
靠…？？？

            留待同学们在创业实践中去思考、去探索、

    去感悟。







 
1.总量矛盾 
长期存在

2.结构矛盾
更加突出      

3.质量矛盾
十分尖锐

      ▲人口大省，就业的总量矛盾长期存在！        

    全省户籍人口9102万人，常住人口8204万人

（全国第4）；其中城镇3912万人，农村4292万人，

城镇化率50.7%，低于全国7个百分点。

    全省劳动力资源6543万人，就业规模4847万人；

其中城镇就业1566万人，农村就业3391万人，城乡

就业占比34:66 。尚有68个贫困县（45个深度贫困

县），5295个贫困村，171万贫困人口。

2017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07万人，登记失业率

4.01%，登记失业人员55.8万人。

    研究预测：十三.五期间我省城镇需要就业的

劳动力年均超过200万人，若经济保持中速（7-8%）

增长新常态每年能提供就业岗位约130万个，供需

缺口达70万个以上。 



 
1.总量矛盾 
长期存在

2.结构矛盾
更加突出      

3.质量矛盾
十分尖锐

▲高校毕业生总量突出。生源大省，大学生总量大
并持续增长。
全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情况：
2012年  毕业生31.3万  就业27万     就业率86.2%
2013年  毕业生34.2万  就业29.5万  就业率86.3%
2014年  毕业生36.6万  就业31.6万  就业率86.35%
2015年  毕业生39.2万  就业34.7万  就业率88.58%
2016年  毕业生39.2万  就业34.8万  就业率88.62% 
2017年  毕业生41.7万  就业36.9万  就业率88.63% 
2018年  毕业生42.8万  就业37.9万  就业率88.67% 
（ 2018年研究生、本科生和高职专科生初次就业
率分别为:86.02%、86.76%、90.62%。目前已实
名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6.2万人）



1.总量矛盾
长期存在

2.结构矛盾
更加突出        

3.质量矛盾
十分尖锐

 ▲能力结构矛盾：劳动者的技术技能难以适应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需求，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
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调查显示：40%的企业招不到满意
的员工，50%的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全省现有技能人才
750余万，高技能人才130万，仅占17%，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更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等达40%）。
 ▲区域结构矛盾：大城市（直辖、省会、单列、副省级
城市）与中小城市人才供求失衡，并从2012年发生倒转。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就业竞争指数为0.7 VS 0.9，人才
的的供给量持续少于一线城市。这种状况在县及县以下
城镇更加突出。
  注：就业竞争指数(CIRE) = 求职申请人数/招聘需求
人数。 CIRE越大，表示一定空缺岗位的竞争者越多，人
力资源市场的紧张度越大。



1.总量矛盾
长期存在

2.结构矛盾
更加突出        

3.质量矛盾
十分尖锐

  ▲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不足！

       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与市场需求脱节，技

术技能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国际调查机构

调查显示：我国160万年青工程师中只有10%能

满足跨国公司的技术技能和语言能力的要求）。

       大学生能力职位不适配，眼高手低和过度教

育并显（与国际人岗适配文化学历平均水平比较

，我国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过度教育达21%
、36%、42%）



1.总量矛盾
长期存在

2.结构矛盾
更加突出        

3.质量矛盾
十分尖锐

    ▲就业质量普遍不高。就业的稳定
性较差，近年新增就业中灵活就业占
了40%左右。劳动者对劳动环境、劳
动报酬、劳动保护、职业发展等方面
的期望，与用人单位能够提供的条件
和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对就业现状的
满意度不高。
    ▲高校毕业生参与非正规就业的比
重不断上升。就业稳定性差，工资收
入较低，70%的大学生起薪只有3000
多元，低于农民工收入。



      

                     实名登记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6.3万人，年底实现就业5.94万人，就业

率94.3%。
        单位就业41441人，占69%。其中：党政机关1276人，事业单位
4505人，国企2911人，非国企32638人，部队就业（无军籍）111人。
        自主就业11538人，占18.3% 。其中：个体经营1275人，灵活就
业10263人。
        公益性岗位安置240人，占0.4% 。
        自主创业1574人，占2.7% 。
        特殊形式就业4613人，占7.8% 。其中：社区岗位217人，基层项
目266人，科研助理40人，其他4090人。
        参军102人。
        升学1327人。
        出国141人。
　    未就业1813人：就业见习594人，职业培训79人，正在求职794
人，自愿暂不就业211人，其他135人，联系不上232人。





1.数量
持续增长

2.质效
普遍不高      

        2017年，全省新增各类市场主体102.11万
户，同比增长37.9%，增幅居全国前8位；其中
第一产业占4.58%、第二产业占5.55%、第三

产业占89.87% ，市场主体持续增长，产业结
构和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目前，全省共有各类

市场主体500余万户（18人拥有1户，浙江9人
拥有1个），其中企业120万户（70人拥有1个，

浙江17人拥有1个） ，其余为个体工商户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 创业数量不足，创业率总体不
高。



1.数量
持续增长

2.质效
普遍不高      

▲全省大学生创业情况：

 年度       毕业生           在校生

         （毕业5年内）    （高效平台）

2012年       4263

2013年       4406人  

2014年       6185人            556人

2015年       11455人           2572人

2016年       12783人           5000余人

2017年       14389人           5500余人



1.数量
持续增长

2.质效
普遍不高

▲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差。
   全省市场主体中个体私营经济占
据75%以上，并主要集中在三产业，
其中服务业约占90%。新增市场主体
中，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等5个行业，占
据85%左右，个体工商户和农业合作
社占55%以上。



1.数量
持续增长

2.质效
普遍不高

▲全省大学生创业状况不理想：

    1、 创业意识不强，创业能力不足，创业

率低；

    2、规模小、层次低，绝大多数为生存型或

者实践性创业，主要集中在商贸零售、餐饮、

服务行业，规模型、成长型、创新型、拥有核

心技术的凤毛菱角；

    3、政策效应尚未充分显现。



       ▲形势大好：随着国家“双创” 核心发展
战略的强力实施，鼓励扶持大学生“双创”政
策措施更加完善，政府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教育宣传，强化创业服务，鼓励大学生创
业、保护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崇拜创业、勇于
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创业环境已经形成。

       ▲势头强劲：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
到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明确了就业优先的法律地位和政府促
进就业的法律责任（六大责任）。1.确立一个地位

2.树立一面旗帜

3.建立一种机制

4.形成一套体系

确立了公平就业的基本原则。

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形成了就业促进“五项制度体系”和
“十大政策体系”。



确立了就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促进就业创业的基
本方针，与十八大、十九大保持高度一致。

1.确立就业创业
工作战略地位
2.强化促进就业
创业责任体系
3.实施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
4.鼓励创新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
5.建立完善职业
教育培训体系
6.构建就业创业
公共服务体系

明确了各级政府促进就业创业的20多项责任
及主要考核指标。

明确了产业、财政、信贷、税费、稳岗、统筹
城乡、区域协调等方面的就业支持政策，特别
突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及贫困劳动者两大重点
群体就业的政策措施。



设创业促进专章，对创新创业平台及孵化园区建
设、项目推介、贷款贴息、税费减免、财政奖补
等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制度、服务保障，在全
国率先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1.确立就业创业
工作战略地位
2.强化促进就业
创业责任体系
3.实施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
4.鼓励创新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
5.建立完善职业
教育培训体系
6.构建就业创业
公共服务体系

对建立实训基地、劳动预备制培训、建立市场
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学生实习实训制度及职
业规划、就业创业指导等作了明确规定。

对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制度建设、机构设置
、服务规范、就业失业登记制度等进行了规范。



      二、就业方针

        我国就业方针的演变过程：

    ▲计划经济年代：统包统配。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劳动部门介绍就业、

        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三结合方针） 。
    ▲市场经济时代：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

        政府促进就业（《就业促进法》确立） 。
    ▲创新创业时代：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

        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十八大确立） 。



1.劳动者自主就业

2.市场调节就业        

3.政府促进就业

4.政府鼓励创业

   充分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观能动性，
促进他们发挥就业潜能和提高职业技能，
依靠自身努力，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充分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
性作用，引导劳动者合理流动和就业，实
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双向选择。

   通过发展经济和调整产业结构，实施
积极就业政策增加就业岗位；通过规范人
力资源市场，维护公平就业；通过完善公
共就业服务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创造就
业条件；通过就业援助，帮助困难群体实
现就业。



1.劳动者自主就业

2.市场调节就业        

3.政府促进就业

4.政府鼓励创业

按照“政府鼓励、社会支持、市

场导向、自主创业”的原则，提

供政策支持，改善创业环境，引

导、鼓励有条件的劳动者自主创

业，通过创新带动创业、创业带

动就业，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就

业创业良性互动。



四川省就业
创业工作
联席会议

省委省政府领导主持， 25个部门单位组成：

  人社厅    省委宣传部  省委编办  

  省发改委  省国资委    省经信委  

  财政厅    民政厅      教育厅   

  科技厅    农业厅      商务厅  

  住建厅    国土资源厅  省工商局  

  省工商联  省国税局    省地税局   

  团省委    省妇联      省残联  

  省总工会  省统计局  人行成都分行  

  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民生工程
之 首

   就业促进民生工程：省委省政府每年

将就业创业促进作为民生工程之首，通过

制定下达目标任务，对各市、州党委政府

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严格实施考核。

   考核指标主要包括：城镇新增就业、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城镇困难人员就业

、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学生就业创业，农

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就业扶贫等。



                          

主要有以下五个政策文件：
      1、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力度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意见
        （川办发〔2014〕26号）
     2、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体制机制
         大力促进大学生和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的意见（川委办〔2014〕25号）
     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意见
        （川府发〔2015〕27号） 
     4、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川府发〔2015〕38号）
     5、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川府发〔2017〕53号）
     6、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引导和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川委办[2017]55号）
    

     ▲大学生“12345”创业工程：建立1种机制；实施2项政策性贷款；
        落实3项补贴；搭建4大平台；开展5大活动。



12345大学生创业工程

4大创业

服务平台

5大创业

服务活动

1.创业担
保贷款
2.青年创
业基金贷
款

1.大学生创新
创业园区（孵
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
创业活动中心
3.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
4.大学生创新
创业俱乐部（组
织部门）

1.大学生创业
创新大赛
2.大学生创业
培训计划
3.“春蕾绽
放”女大学生
微创业计划
4.创业指导进
校园活动
5.名师导航
行动

3项补贴

1.创业培训补
贴
2.创业补贴
（含省级大赛
获奖项目孵化
补贴及科技部
门科技创新苗

子项目补贴）
3.创业吸纳就
业奖励

1套机制

政府鼓励
，社会支
持，市场
导向，自
主创业。

2项贷款



工程实施对象（政策覆盖范围）：创业大学生。

包括：

■ 省内高校全日制在校生

■ 毕业5年内、创业前处于失业状态的高校全日制毕业

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的毕业生和国家

承认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 

我省率先在全国打破“校内校外、毕业前后”的限制



工程资金：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大学生创业专项资金：

                 省本级                            地方配套                    小计
09年5000万      14年3亿                 3亿                           6亿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省本级                            地方安排                    小计
23亿（中央））+3亿         13亿(含失保金安排）       39亿

我省就业创业专项资金规模45亿左右。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创业大学生

1.创业担保贷款

2.青年创业基金贷款

申请条件：开办、创办生产经营实体（不含“网
店”和农业职业经理人）
受理机构：创业所在县（市、区）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机构（毕业生）或高校（在校大学生）。
申报材料：创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毕业生为其
《就业创业登记证》和身份证，在校生为其学生
证和身份证）、创业担保贷款申报表、创业实体
注册或登记证书复印件等。 
贷款额度：不超过10-15万元。
贷款期限：毕业生不超过3年，在校生不超过2年
贷款担保：由当地财政部门确定的担保机构利用
政府建立的担保基金免费提供担保。
贷款贴息：财政贴息（贫困地区全额贴息，利率
可上浮不超过同期基础利率3个百分点；其余地
区第一年全额贴息、第二年贴2/3、第三年贴1/3
，利率可上浮不超过同期基础利率3个百分点 ）
，由当地人社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直接向放贷的
金额机构支付，并贴息。
从2015年开始，取消反担保 。

2项创业贷款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创业大学生

1.创业担保贷款

2.青年创业基金贷款

申请条件：创业青年。
受理机构：创业所在市（州
）团委。在蓉在校大学生创
业，可直接向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活动中心申请。
贷款额度：不超过10万元。
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

免息免担保！

2项创业贷款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创业大学生

1.创业培训补贴

2.创业补贴
（省级大赛获奖项目
前期孵化补贴）

3.创业吸纳就业奖励

■ 高校统计自主创业愿望强、有一定

创业潜力和培训需求的在校大学生。

■ 市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制定

年度培训计划，组织有资质的培训机构

开展培训。

■ 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享受一次创业培

训补贴。

■ 有条件的高校，积极向所在市级人

社部门申请创业培训资质。 

■在校生可以在40天内完成培训内容。

3项补贴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创业大学生

1.创业培训补贴
2.创业补贴
（省级大赛获奖
项目前期孵化补
贴）
3. 创业吸纳就业
奖励

■受理机构：高校或县级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

。

高 校：受理本校创新创业平台内的创业项目和

创业实体。

县级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机构：受理本地高校创新

创业平台以外的创业项目和创业实体。

■受理时间：即时受理。

■补贴标准：每个创业实体（项目）1万元。领

办多个创业项目的，最高不超过10万元。

    有关创业补贴申领的条件、材料、程序等规定和要求

，在当地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网站均可查询。

3项补贴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创业大学生

1.创业培训补贴
2.创业补贴
（省级大赛获奖项
目前期孵化补贴）
3.创业吸纳就业奖
励

对省级创业大赛获奖

项目进入前期孵化的

，给予5万元至20万

元补助。由大赛承办

部门负责发放。

3项补贴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创业大学生

1.创业培训补贴
2.创业补贴
（省级大赛获奖
项目前期孵化补
贴）
3.创业吸纳就业
奖励

■条件：大学生创办的实体吸纳劳动者

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

缴纳社保。

■受理机构:创业所在县（市、区）公共

就业服务管理机构

■额度：招用3人及以下按2000元/人奖

励，3人以上按每增加1人给予3000元奖

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

       有关奖励申领的条件、材料、程序等规

定和要求，在当地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

网站均可查询。

3项补贴



12345 大学生
创业工程

4大创业服务平台

1.大学生创新创业
园区（孵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创业
活动中心

3.创业指导专家
志愿团 要求省、市、高校均应建立创业指导专家

队伍为大学生提供免费创业指导服务。目
前全省共有招募3500余名创业指导专家。

为入驻大学生提供场地、租金、物管等优
惠及项目申报、投融资指导等服务。全省
共350余个，其中国家级3个、省级95个。

要求省、市、高校均建立，为创业大学生
免费开展项目推介、经验交流、创业指导
、政策咨询、项目巡诊、创业论坛等活动
。

4.大学生创新创业
俱乐部（组织部门)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4大创业服务平台

1.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孵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中心

3.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基本原则：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导向、
资源整合、总量控制、布局合理、因地制宜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
负责单位：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团省委
目标：每年滚动扶持100家左右。
要求：特色突出、功能完善、承载能力强、具有
示范和带动效应。
申报对象：经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高校批准成
立，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扶持和服务，符合申
报条件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农业示范基地、大学科技园（创业园
、孵化园）、小企业孵化园等。
受理单位：所在市（州）人社局。
       
      省级园区（孵化基地）申请的条件、材料、
程序等规定和要求，在当地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
构、网站均可查询。

4.大学生创新创业
俱乐部（组织部门）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4大创业服务平台

1.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孵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中心

3.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工作要求：省、市（州）、高校均应建立
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心。

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心
■中心性质：由省政府同意设立，人社厅
、教育厅、财政厅和团省委共同指导，省
就业局负责管理，由专业团队负责运营的
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中心功能：立足于“交流、活动、服务
”三大功能，为全省创业大学生提供了线
上线下公益性、开放式服务，开展包括创
业项目推介、创业经验交流、创业项目巡
诊、创业论坛等活动，做到“每年有计划
、每月有主题、每周有活动、每天能咨询
”，为全省创业服务平台起到示范、引领
和集聚作用。4.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

部（组织部门）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4大创业服务平台

1.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孵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中心

3.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中心资源：
       设有企业家导师团（41人）、专
家导师团（41人）投资人导师团（若
干人）和政策咨询服务组（26人）。

中心地址：
    西南交通大学九里堤校区创新大
厦三楼。

中心网站：
四川大学生创新创业网
www.scdxscy.com

中心微信号：
scsdxscxcy

4.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
部（组织部门）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4大创业服务平台

1.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孵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中心

3.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自2013年，省上组建了省创业指导专家
志愿团，共招募30余名专家。由省大学
生创新创业活动中心统筹组织开展创业
指导活动。
    多数市、县都建有创业指导专家服
务团队。
    高校从事创业指导工作的教师，经
县以上人社部门认定为创业指导专家，
开展创业指导工作后，可申领创业指导
补贴。

4.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
部（组织部门）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4大创业服务平台
由省委组织部牵头，教育、团委和人
社部门参与，在省内高校建立以学校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企业、金融机
构、风险投资机构和创业导师等多方
参与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同时，
对经评审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新创业
俱乐部，由“天府英才”工程专项资
金中给予100—300万元的资金补助。
省委组织部发起成立了四川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俱乐部联盟。

1.大学生创新创业园区
（孵化基地）

2.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中心

3.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4.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
部（组织部门）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5大创业服务活动

计划每年免费培训不少于240人

对优胜选手奖励4000-10000元

计划每年不少于20所高校

计划每年免费培训不少于300人

计划每年免费培训不少于500人

对优胜选手奖励5-20万元1.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2.大学生创业培训计划

▲“我能飞” 创业提升培训

▲“阳光导航”创业培训

3.“春蕾绽放”女大学生微创业

计划

4.创业指导进校园活动

5.“导航名师”行动：

▲全省高校创新创业教学大赛

▲创业培训师等培训

计划每年免费培训不少于100人

省上计划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5大创业服务活动

1.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2.大学生创业培训计划

3.“春蕾绽放”女大学

生微创业计划

4.创业指导进校园活动

5.“名师导航”行动

▲“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
赛
由人社部、教育部共同组织，2015年
、2016年分别举办了第一、第二届。
各省由人社厅和教育厅组织选拔赛，通
过比赛选拔优胜选手参加全国决赛。

▲四川省“天府杯”创业大赛
由牵头，人社厅、财政厅、教育厅、团
省委等部门共同组织。

▲“创青春”四川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
    由团省委牵头，人社厅、教育厅
等部门参与。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5大创业服务活动

1.大学生创业大赛
2.大学生创业培训计
▲“我能飞”创业提升
培训
▲“阳光导航”创业培训

3.“春蕾绽放”女大学生

微创业计划

4.创业指导进校园活动

5. “名师导航”行动

由人社厅组织、省创业指导中心
具体承办。
培训对象：在我省已成功创办企
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大学生，以
及在园区（孵化基地）内有创业
项目的大学生。
培训人数：每年计划安排免费培
训不少于500人。
培训目的：帮助成功创业的大学
生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综合能
力，提高存活率和经济效益。



12345大学生
创业工程

5大创业服务活动

1.大学生创业大赛

2.大学生创业者培训

计划

3.“春蕾绽放”女大学

生微创业计划

4.创业指导进校园活动

5.“名师导航”行动

▲创新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
    由教育厅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和高校组织，高校创业指导教师参
加。 
▲创业培训师资培训
    由教育厅和人社厅共同组织对全
省高校从事就业指导、创业指导和创
业培训工作的教师进行就业创业政策
培训、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创业指导
等培训。



在校生

毕业生

 1.求职创业补贴。
 2.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
 3.家庭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补助。
 4.免费师范毕业生项目。
 5.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
 6.鼓励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7.建立大学生实训基地。
 8.高校双选会补助。
 ......



在校生

毕业生

1.鼓励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招用大学生就业；

2.支持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

3.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

4.鼓励大学生参加服务基层项目；

5.政府购买和开发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公

益性岗位安置大学生就业；

6.支持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实施；

7.支持大学生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就业创业；

8.鼓励大学生投身脱贫攻坚就业创业；

9.鼓励大学生参军入伍。

......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人社部门）

大学生

在校生：

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求职创业补贴

毕业生：

就业见习生活补贴

社保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

单位缴纳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

补贴标准由市(州)确定。

1200元/人。

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人社部门）

大学生

在校生：

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求职创业补贴

毕业生：

就业见习生活补贴

社保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

补贴对象：在校大学生。
补贴标准：培训补贴标准由市州确，鉴定补贴
按与对应的职业（工种）及等级鉴定收费一致

补贴对象：毕业学年的低保家庭、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毕业生、残疾毕业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
业生。
补贴标准：1200元/人。
受理部门：市（州）人社部门。
       2017年，全省共为30075名学生发放求职补
贴2406万元。
提示：1.以前央属、省属及民办高校由省上直接
办理，今年开始全部下放市州办理，请及时向成
都市人社局申请。2.可同时享受教育部门发放的
就业困难、家庭困难毕业生补贴600元/人。3.做
好公示工作，做到人员不遗不漏，发放准确及时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人社部门）

大学生

在校生：

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求职补贴

毕业生：

就业见习生活补贴

社保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

扶持对象：离校1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
见习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补助标准：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执行（国家、省基地可分别上浮
20%和10%），由见习单位和地方人民
政府分担。 
 
同时，我厅已统一为见习人员购买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目前承保公司为中
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最高意外身故或残疾保障72万元，
意外医疗保障13万元，意外住院津贴
最长90天，每天100元。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人社部门）

大学生

在校生：

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求职补贴

毕业生：

就业见习生活补贴

社保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

补贴对象1：灵活就业。离校1年内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并办理实
名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未进行工商
登记的网络商户从业者，可认定为灵活
就业）。
补贴标准：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
具体由市、州确定。
补贴期限：不超过2年。

补贴对象2：招用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

生的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或社会组织 。
补贴标准：按单位为毕业生实际缴纳
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
补贴期限：1年。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人社部门）

大学生

在校生：

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求职补贴

毕业生：

就业见习生活补贴

社保补贴

公益性岗位补贴

补贴对象：用人单位招用被认定为
就业困难人员的高校毕业生，对用人
单位给予岗位补贴。可同时给予社保
补贴。

补贴标准：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执行，具体由市、州确定。

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