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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指南（2022 版） 

 

一、高校毕业生生活和购房补贴 

（一）补贴对象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首次来鞍就业创业的全日制硕

士、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二）补贴标准 

 全日制硕士、本科毕业生，分别给予 3 年期每月 1200

元、600 元生活补贴；其在鞍首次购买商品住房的，分别

给予 4 万元、2 万元购房补贴。 

（三）申请条件 

1.全日制硕士毕业生要求 35 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

毕业生要求 30 周岁以下； 

2.在鞍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的，须签订 1 年以上劳动

（聘用）合同，在鞍工作满 3 个月并缴纳社会保险，在鞍

创业的，须在我市创办企业并依法纳税； 

3.申请购房补贴的毕业生须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后

首次来鞍就业创业且在鞍首次于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购

买商品住房（2018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购买商品住房的购房补贴按照“钢都英才计划 1.0 版”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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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办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国内高校毕业

生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开具的学历认证报告复

印件、国外高校毕业生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的国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3.在鞍就业人员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复印件、劳动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复

印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在鞍创业人员提供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企业纳税证明； 

4.申请生活补贴人员需提供鞍山市高校毕业生生活

补贴申请表 2 份、鞍山市高校毕业生生活补贴审核情况汇

总表； 

5.申请购房补贴人员需提供鞍山市高校毕业生购房

补贴申请表 2 份、鞍山市高校毕业生购房补贴审核情况汇

总表、首次购买房屋权属证书（或网签合同）复印件； 

6.以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工作单位公章。 

（五）申报程序 

在企业单位就业：市直企业、不在县（市）区和开发

区纳税的企业，申请人（或单位）到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

务中心申报；在县（市）区、开发区纳税的企业，申请人

（或单位）到企业所在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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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单位就业：中省市属事业单位的，申请人（或

单位）到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申报；县（市）区、

开发区属事业单位的，申请人（或单位）到单位所在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报。 

在鞍创业：申请人到创办企业纳税地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申报。 

（六）申报时间 

各县（市）区人社部门和鞍山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

心常年受理，可随时申报。 

（七）咨询电话：0412-8051515 

二、高校毕业生来鞍面试补贴 

（一）补贴对象 

非在鞍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毕业年度内的毕业生和毕业

学年内的在校大学生。 

（二）补贴标准 

外地高校毕业生来鞍面试补贴标准为每人 200元（每人

享受一次），发放至高校毕业生预留的银行卡账户中。 

（三）申请条件 

1、申领人为非在鞍普通全日制高校的毕业年度内的毕

业生和毕业学年内的在校大学生（含海外和港、澳、台高校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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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单位为鞍山地区的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 

（四）申办材料 

1.身份证及复印件（港澳台人员提供身份证明）； 

2.毕业年度内的毕业生持毕业证及复印件；毕业学年内

的在校大学生持学生证及复印件；海外留学毕业生持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海外学历认证证明及复印件； 

3.经面试单位盖章的鞍山市外地高校毕业生来鞍面试

补贴申请表； 

4.毕业生来鞍交通凭证及复印件。 

（五）申报程序 

申请人通过网上或现场进行申报,申报期限为面试结束

后的一个月内，过期不予受理。 

1.网上申报需将申报材料 PDF格式电子扫描件打包上传，

图片要清晰完整，文件命名为：姓名+毕业院校+面试单位。

发到邮箱（lnasmsbt@163.com）进行申报，发送成功依据为

收到邮件回复。 

2.现场申报到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申报。 

（六）咨询电话：0412-553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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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一）补贴对象 

本市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的毕业学

年全日制在校学生。 

（二）补贴标准 

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 1000 元，每人限领一次。 

（三）申请条件 

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且符合下列任一条件： 

1、低保家庭毕业生。 

2、家庭经济因难的残疾人子女毕业生。 

3、建档立卡脱贫家庭毕业生。 

4、农村低收入家庭毕业生。 

5、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 

6、残疾毕业生。 

7、烈士子女毕业生。 

8、孤儿毕业生。 

9、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 

（四）申办材料 

1、鞍山市高校、中职毕业生申请求职创业补贴审批

表，审批表可以电脑打印，毕业生本人签字。 

2、毕业生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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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困难类型证明（各困难类型原件学校审核后，提

供原件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即可；农村低收入家庭证明提

供原件加盖学校公章。） 

（五）经办流程 

1、补贴申请。符合条件的学生应于毕业学年开学后，

向所在院校提出求职创业补贴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2、申请审核。各院校负责统一组织学生求职创业补

贴申请工作，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将申请补

贴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3、补贴拨付。补贴资金支付到学校银行账户，再由

学校发放给学生本人。求职创业补贴原则上应于每年 10

月底前拨付到位。  

（六）咨询电话：0412-5540860 

四、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一）补贴对象及申请条件 

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且在我

市以灵活就业方式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请领取社

会保险补贴。 

（二）补贴标准 

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自其缴纳社会保险之日起开始

计算，最长不超过两年（24 个月）。基本养老保险按自

由职业者身份缴费，对其实际缴费额的 2/3 给予补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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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医疗保险按自由职业者身份缴费，对其实际缴费额的

2/3 给予补贴（不含超限额补充医疗保险）。 

（三）申办材料 

就业创业证、身份证、毕业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一

份。 

（四）经办流程 

1、申请。高校毕业生办理灵活就业登记后，到户籍所

在地社区提出补贴申请。 

2、审核。符合条件的，经街道（乡镇）报县（市）、

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认定。 

3、补贴拨付：高校毕业生按指定时间到经办机构领取

社保补贴。 

（五）咨询电话： 

海城市：3308651  台安县：4811322  岫岩县：8781978 

铁东区：5550169  铁西区：7166415  立山区：8772037 

千山区：2317988  高新区：5219961   经开区：8433306 

风景区：2558021 

五、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一）补贴对象及申请条件 

毕业证书所注日期起 5年内的普通全日制高校毕业生。 

（二）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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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招用毕业年度或毕业 5 年内登记失业的毕业生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单位（含社会组织），按其为

毕业生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的社会保险补贴。 

（三）申办材料 

户口薄、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毕业证。 

（四）经办流程 

1、申报。用人单位应在与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一个月内，持营业执照、社会保险登记证、用人单位社会保

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申请表、上月工资发放情况表、社会保险

费缴纳情况表、考勤表(如有人员变动，需填写人员增减变

化情况表）等有关资料向所在县（市）区、开发区就业服务

机构申报。 

2、审核与备案。县（市）区、开发区就业服务机构受

理用人单位申报材料后，要对用人单位所提供的资料进行审

查，并将有关数据录入信息系统，做好比对工作。经核实符

合补贴条件的，生成补贴支付明细表，并报市人力资源和就

业服务中心备案。报同级财政部门同意。 

3、资金拨付。报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备案后，

经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将补贴拨付到用人单位基本账户。 

（五）咨询电话： 

海城市：3308651  台安县：4811322  岫岩县：878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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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东区：5550169  铁西区：7166415  立山区：8772037 

千山区：2317988  高新区：5219961 经开区：8433306 

风景区：2558021 

六、青年就业见习补贴 

（一）补贴对象及申请条件 

离校 2 年内（自毕业证所注期起的 2 个自然年）未就

业的高校、中职毕业生及 16——24 岁失业青年。我市青

年就业见习期限为 3 至 12 个月。见习单位性质包含各类

企事业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管理规范，能够

持续提供一定数量的见习岗位，要有良好的安全工作环境

和条件，安全风险较低。 

（二）补贴标准 

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向见习人员每月支付工作补贴，见

习结束后政府给予见习单位见习补贴。 

1、生活费补贴：根据每月实际见习人数，基本生活费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60%； 

2、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补贴：保险费为 300—500元/

人； 

3、指导管理费：100 元/人； 

4、见习留用奖励：对见习期满留用率 50%以下（含 50%）

的见习单位，基本生活费由财政承担 2/3（以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为补贴上限），其余基本生活费及指导管理费用由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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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承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全额补贴；对见习期满留用

率超过 50%的见习单位，基本生活费（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为补贴上限）、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及指导管理费用全额补

贴。 

（三）申办材料 

符合以上条件的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及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 

（四）经办流程 

1、鞍山市面向全市征集就业见习岗位并将岗位向社会

公布； 

2、符合见习要求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直接联系企业通过

双向选择参加见习；或者通过县区相关部门推荐参加见习； 

3、见习企业提供就业见习人员名单及报名材料； 

4、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按月垫付毕业生见习补贴及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5、见习结束后，企业通过县区申报领取见习补贴材料； 

6、县区相关部门、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市财

政局对申请材料进行五级审核； 

7、按规定将就业见习补助资金直接拨付企业。 

（五）咨询电话：0412-554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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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高校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 

（一）补贴对象 

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 

（二）补贴标准 

高校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可向创业所在地县（市）区、

开发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首次创业场地补贴。补贴时间

最长 2年，每年场地补贴 1万元-2 万元。  

（三）申报程序 

毕业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持所需要件在营业执照“住

所”或“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申请创业场地补贴。 

申请者持《鞍山市高校毕业生首次自主创业场地补贴申

请表》或《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申请表》（详

见附件）到其营业执照办理部门做首次自主创业认定。毕业

五年内的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还需到街道（乡镇）民政部门

办理困难家庭证明。 

将已做首次自主创业认定和困难家庭证明的《鞍山市高

校毕业生首次自主创业场地补贴申请表》或《困难家庭高校

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申请表》交回所在地县（市）区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 

经县（市）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财政部门审核通过后，

将创业场地补贴发放给申请者提供的银行储蓄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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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材料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2）毕业 5 年内的高中等学校毕业生：《毕业证》原件

及复印件一份 

（3）《营业执照》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一份 

（4）创业实体纳税或减免税的相关材料一份 

（5）《场地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

份 

（6）个体工商户提供创业者本人的银行储蓄账号，企

业提供本企业开户行账号 

（7）《鞍山市高校毕业生首次自主创业场地补贴申请表》 

（8）毕业五年内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困难家庭高校

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申请表》 

（五）咨询电话：0412-8560028 

八、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贷款 

（一）申请对象 

凡我市城镇登记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

学生）自主创业并领取我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二）贷款额度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 20万元； 

（三）贷款期限 

贷款期限最长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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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办流程 

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借款人，可向创业所在地县

（市）区公共服务机构申请。 

（五）创业担保贷款提交材料 

借款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需提交《身份证》、《营

业执照》（副本）、特许行业经营证明、创业项目说明、《鞍

山市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书》等资料。 

（六）咨询电话：0412-8560028 

九、鞍山人才驿站 

（一）范围对象： 

1.大专及以上学历（包括大专及以上学历在读毕业生

年级学生）； 

2.往届毕业生毕业时间不超过 5 年； 

3.非鞍山市城区户籍。 

（二）申请方式： 

拨打 24 小时人才服务电话，专人指导申请免费入住，

一站式服务。 

（三）所需材料 

《鞍山人才驿站入住申请表》；身份证、毕业证或在读

学生证；“辽事通”健康码绿码。 

（四）咨询电话：0412-8051515 

十、公益性创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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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措施 

高校毕业生到承担政府补贴项目培训机构免费参加创

业培训，按《鞍山市创业培训实施细则》、《鞍山市职业技能

培训项目目录》补贴标准给予培训机构补贴。 

（二）服务对象 

在我市办理失业登记的毕业年度（毕业所在自然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高校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书）和离校

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三）补贴标准 

创业引导培训补贴标准 500元；创业指导培训补贴标准

2000元。 

（四）咨询电话：0412-8560028 

十一、免费职业技能培训 

（一）政策措施 

高校毕业生到承担政府补贴项目培训机构免费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 

（二）服务对象 

在我市办理失业登记的毕业年度（毕业所在自然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日）的高校毕业生（取得毕业证书）和离校

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三）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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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在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按《2021年鞍山市职

业技能培训项目目录》补贴标准给予培训机构补贴。 

（四）咨询电话：0412-8522001 

十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一）政策措施 

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参加“三支一扶”（支

农、支教、支医、扶贫）计划活动，服务期 2年。 

（二）服务对象 

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和毕业两年内离校未就业的省内

生源普通高校毕业生。 

（三）补贴标准 

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按照当地乡镇机

关或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的

工资收入水平给予工作和生活补贴，并统一缴纳社会保险。

在岗服务满 6个月，可享受一次性安家费专项补贴 3000元。 

（四）咨询电话：0412-5540860 

十三、高校毕业生档案服务 

（一）人事档案转入 

1、应届毕业生档案由毕业院校通过中国邮政 EMS 邮

寄到我部门存档,不受理个人转递档案。 

2、往届毕业生可持报到证、身份证、档案办理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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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人教育、网络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生，可持

户口本、毕业证、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复印件、初高中学

历证明、教育部学信网查询学历证明等材料办理存档。 

4、留学人员可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初

高中学历证明材料、户口本、身份证等材料办理存档。 

（二）人事档案转出 

1、在异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企业工作的流

动人员需要转出人事档案的，可持当地县区级以上人力资

源和就业服务部门开具的调档函、本人身份证办理档案转

出。 

2、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聘用人员需要转出人事档案

的，可持单位调档函、本人身份证件办理档案转出。 

3、参加国家、省、市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聘用人员考试一经录用的，可持单位调档函、本人身

份证办理档案转出。 

4、因升学需要提档的，可持录取学校调档函或录取

通知书、本人身份证办理档案转出。 

5、因应征入伍需要提档的，可持政府征兵办公室、武

装部或部队出具的调档函、本人身份证件办理档案转出。 

（三）办理人事档案出具证明 

代理人员可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或毕业证等相关证明

到服务窗口办理，经工作人员查询审核档案，依据档案信息



17 
 

记录出具相关证明，委托管理人事档案证明函和人事档案材

料证明函等相关证明材料。 

（四）咨询电话：0412-5517322  

十四、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鉴证及就业派遣 

（一）《就业协议书》鉴证 

市属用人单位及市属人才服务机构接收的毕业生，协议

书不需要各市毕业生主管部门盖章（教育局所属学校除外），

就业方案列各市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括号内注明接收单位

名称。外省生源毕业生按各省有关要求执行。 

（二）派遣改派： 

（1）在择业期（毕业后两年）内，跨市或到中、省直

用人单位调整改派的毕业生，以及省内高校省外生源毕业生

在择业期内跨地区落实就业单位的，到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创

业中心办理改派手续。 

（2）《报到证》遗失，在择业期（毕业后两年）内可凭

本人申请和毕业证、身份证复印件到辽宁省大学生就业创业

中心进行补办。 

（3）调整改派主要包括以下材料： 

毕业时已落实就业单位，申请改派回生源地或其它就业

单位的毕业生，须持以下材料：①《报到证》原件；②原接

收单位解约或离职证明（定向生需提供定向单位或定向地区

意见）；③原毕业院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的调整改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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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生需提供学校正式文件）；④与新的就业单位签订的

协议书（派回生源地可免此件）。毕业时派回生源地或人事

代理机构，申请改派至其它就业单位的毕业生，须持以下材

料：①《报到证》原件；②与新的就业单位签订的协议书。 

（三）咨询电话：0412-5539184 

十五、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就业 

针对应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完善辖区内高校毕业

生实名制就业数据库，通过毕业生登记、电话沟通、入户走

访等形式，采集就业情况、就业愿望等信息。广泛宣传毕业

生就业创业政策，积极收集适合毕业生就业特点的用工信息，

开展针对性较强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做好就业跟踪服

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咨询电话：0412-5539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