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汕人社函 (2020J 197 号

、

转发关于做好 ~P20年度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岗位
l 吸纳高校毕业生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基

层公共就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实施工作的通知))(粤人社

规 (2020J 24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

执行。

一、根据省厅下达我市岗位计划共 35 个，按照各地乡镇数

量比例给以分解，其中市直 2 个，市城区 5 个，海丰县 7 个，陆

丰市 13 个，陆河县 5 个，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2 个，华侨管理区

1个。不足的可按照《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贯彻落实

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执

千丁。

二、请各地要高度重视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

生实施工作，抓紧落实，补充力量，做好今年的繁重的工作任务。

我市的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实施工作由市劳

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牵头各县(市、区)负责组织实施。在疫情



防控期间，各地要结合实际，简化招聘程序和形势，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择优录用的原则。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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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粤人社规 (2020J 24 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0年度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
吸纳高校毕业生实施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充实基层公共就业

创业服务力量，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稳

定和促进就业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粤府 (2020J 12 号)精神，

现就做好 2020 年度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岗位吸纳对象

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的吸纳对象为毕业 2 年以内的

高校毕业生。其中，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高校毕业生优先聘用:

1. 属城乡困难家庭成员(需持城乡低保证、或五保供养证、

或特困职工证、或扶贫卡、或城镇零就业家庭证明);

2. 经残疾等级评定机构评定为残疾的人员;



3. 办理失业登记手续 l 年以上仍未就业人员，

4. 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

二、岗位范围和工作职责

各市、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乡镇(街道)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从事公共就业创业服务的岗位。

岗位职责: 1.协助开展就业、失业登记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工作，重点群体就业联系跟踪服务工作， 2.协助开展就业、失业、

创业以及企业用工、辖区内劳动力资源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

调查工作， 3.协助开展就业创业补贴申领工作; 4.协助开展公益

性岗位、就业见习岗位的收集发布，安置重点群体到公益性岗位

就业，推荐有就业见习意愿人员参加见习等相关工作。 5.协助开

展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就业扶贫报务等， 6.协助开展创业服务、

创业活动等相关工作。

三、工作程序

(一)岗位计划安排。全省开发 1000 个基层公共就业创业

服务岗位，按照各哩民:币 1本主耳朵若剧升飞垒扭地主主兰 3
个，每个县(市、区)一般不超过 7 个，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 -、-----_._-宁----一---钮'一-
局的功能区一般不超过 2 个，东莞市、中山市每个镇街、设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分局的功能区 1个安排岗位计划，人口较多或承担

基层就业创业服务任务较重的地区可适当提高额度(具体安排见

附件 1)。乡镇(街道)岗位计划由本县区统筹分配，按实际需

要招聘人员。各地级以上市在本市总计划额度内对辖区内岗位计

划统筹分配。

(二)发布公告。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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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招聘公告。招聘公告应明确辖区内用人

单位岗位职责、招聘人数、招聘条件、相关待遇等内容，招聘条

件应与岗位职责相符，尽量减少专业、学历层次等约束性条件，

不得有性别、民族、院校层次等歧视性条件。

(三)组织招聘。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

制定公开招聘实施方案，并组织招聘，做好报名、考试、体检、

公示、岗前培训等工作。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授权给县(市、

EL主主主源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也疫情防控期间，各地
可结合实际 3 简化招聘程序和形式，

(四)实行排序招聘机制。招聘工作实行统一招考，首先从

参加招考且符合条件的家庭困难或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中择优

聘用，剩余名额从其他考生中择优聘用。

(五)上报招聘情况。招辑工作完成后，各地级以上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将本地区招聘工作组织实施情况，以及招聘

到岗的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花名册报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见附件 2 )。

(六)经费保障臼笔经互展在旦旦哇鼓动所需经费， 1iJ茧盘

毛主革旦国主主士型立 y

四、日常管理

(一)被吸纳到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的高校毕业生服

务期限为 2 年，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后不再续聘。

(二)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补贴待遇参照当地(县级)同

条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水平(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单

位缴纳部分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三个部分)执行。上述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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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支出在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a 用人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统一为高校毕业生办理参加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手续并缴费，

(三)对服务期满人员 3 各地要积极通过政策指引等方式 3

促进其通过其他渠道就业创业;对有参加技能培训|、参加创业培

训11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入户城镇等方面需求的人员，要和极给

予支持，保障其享受政策扶持。

(四)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公

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运作情况的跟踪和监管，建立健全承接单位约

束和退出机制，实行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实名制管理，

动态更新和掌握人员增减变动和补贴发放等情况。基层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岗位人员有变动的，用人单位应在相关手续办结后 10个工

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a 岗位

所招用人员未报到或服务时间未满三个月离职的，可安排补录，岗

位补贴期限累计不超过 2 年;其他情况不再安排补录 a

(五)县级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作为用人单位，按照《劳

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统一与本

辖区招用的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明确

岗位职责、考核管理机制等内容，按照国家劳动合同相关规定执

干丁。

(六)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服务期间的档案、户

籍关系按规定办理，其党、团关系直接转至用人单位。

五、工作要求

(一)各地要把开展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吸纳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作为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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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

原则组织招聘工作，确保阳光操作，选拔优秀人才。

(二)各地要加强岗位管理，压实岗位责任，充分发挥高校

毕业生服务基层公共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作用。基层公共就业创

业服务岗位高校毕业生的作用发挥情况，将作为核定下一批次各

市计划名额的相关依据。

(三)各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切实抓好相关组织实施工作，

加强经验总结和典型宣传，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稳

妥推进工作。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

附件: 1.2020年度各地级以上市岗位计划分配表
2.2020年度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花名册

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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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2020 年度各地级以上市岗位计划分配表

序可口 地区 计划数

广州市 84

2 深圳市 59
3 珠海市 28

4 汕头市 50

5 佛山市 36

6 韶关市 64

7 河源市 53

8 梅州市 59

9 惠州市 46

10 汕尾市 35

11 东莞市 35
12 出ÞJJ 市、 27
13 江门市 45

14 阳江市 32

15 湛江市 68

16 茂名市 53

17 肇庆市 65

18 清远市 51

19 潮州市 29

20 揭阳市 46

21 云i手市 35

备注:共 1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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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
一-一一一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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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基层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岗位人员花名册
(章):

劳动
工资序 '性 毕业 户籍 合同 联系电

τ口7 姓名
别

学历
时间

毕业院校 专业
所在地

身份证号 用人单位 岗位名称
签订

(元/ i舌
日期

月)

2

3

4

5

6

注此表由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汇总上报.

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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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6 月 2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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