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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政策对象 补贴标准 办理流程 受理机构 办理要件

1
困难人员
培训生活
费补贴

2021年12月31日前，对脱贫人口
、就业困难人员，继续在培训期
间同时给予生活费（含交通费）
补贴。

脱贫人口、就业困难
人员

脱贫人口补贴标准为当地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
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
员补贴标准为当地城市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具体补贴按实际
参加有效培训的天数折天计算
。

1.困难人员参加“重点群体及脱贫人员职
业技能培训”，由相关培训机构组织，提
供相关材料到各区（市）县就业部门。
2.各区（市）县就业部门对培训机构提交
的材料进行审核。
3.各区（市）县就业部门对符合要求的重
点群体及脱贫人员技能补贴名单报至市就
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
个工作日，市就业人才中心适时组织对各
县（市）区审核情况进行复审。
4.公示无异议，市人社局向市财政部门申
请补贴资金拨付，然后由市就业部门发放
至申请企业（或个人）的银行帐户。

县（市）
区就业人
才部门

申请材料：《就业重点群体职业培
训补贴申领表》、《就业重点群体
职业培训补贴人员名单》、学员取
得资格证书复印件、考勤记录单、
由鉴定考核机构提供的，鉴定考核
合格人员名册（加盖公章）、就业
重点群体各类人员的证明材料，网
上可以查询的，可作为各类证明的
依据。

2

企业职工
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
补贴

1.对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费满1
年，并取得初级（五级）、中级
（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
格证书的职工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2.其他依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职工，
但对于企业出资组织培训的，补
贴直补企业。
截止时间为2021年12月31日。

企业职工

初级（五级）证书1500元、中
级（四级）证书2000元、高级
（三级）证书2500元、技师
（二级）3500元、高级技师
（一级）5000元。同一职业同
一等级不可重复享受，且每人
每年不超过3次。

1.职工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应在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之日起12个月内，由本
人或所在企业统一代职工到企业所在县
（市）、区就业服务部门申报材料，县
（市）、区就业服务部门负责将职工取得
的职业资格证书原件与复印件的一致性进
行比对，比对无误后，在复印件上面加盖
公章，原件返还职工本人，将复印件与其
他相关材料一并报送到市就业和人才服务
中心申领培训补贴（在省本级缴纳失业保
险的到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申领补贴）
。
2.公示。审核通过的，由市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
3.拨付。

县（市）
区就业人
才部门

申请材料：《企业职工岗位技能提
升培训补贴申请表（职工）》、申
请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者本
人劳动合同复印件、申请者取得职
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3
失业补助
金

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
、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
参保失业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
。

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
仍未就业、不符合领
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
参保失业人员

失业补助金最低标准为290元/
月，最高标准为725元/月

1.个人携带社会保障卡到市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失业保险部申报。
2.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失业保险部对申
报人员情况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人员
次月发放失业补助金。

市就业和
人才服务
中心失业
保险部

申请材料：社会保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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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失业保险
金

对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且按
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满一年的失
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
业，且按照规定参加
失业保险满一年的失
业人员

失业保险金最低标准为1449元
/月，最高标准为1529.5元/月

用人单位为失业人员自终止（解除）劳动
关系起30日内办理五险减员、失业登记、
待遇初审后，失业人员自终止（解除）劳
动关系起60日内持提交材料到失业保险经
办机构进行复审核定。

县（市）
区就业人
才部门

提交材料：签订和终止（解除）劳
动合同证明书、《就业创业证》或
《就业失业登记证》。

5
自主创业
税收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持《就业创
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
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
”）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
在3年（36个月，下同）内按每
户每年12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
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
人员、零就业家庭、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家庭劳动年龄
内的登记失业人员、
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
生

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
起，在3年（36个月）内按每
户每年12000元为限额依次扣
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

1、申请。符合条件人员向纳税地县以上
(含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书面
认定申请。
2、审核与认定。先由经办人员对申请人
所提交的资料进行初审登记，再由部门负
责同志复核确认，并在申请表上签字，最
后在《就业创业证》上注明“自主创业税
收政策”。

县（市）
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

申请材料：体工商户登记执照、《
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
税收优惠认定申请表、个人未享受
过税收优惠政策(含自主创业税收
政策及企业吸纳税收政策)承诺书
、高校毕业证复印件(毕业年度内
高校毕业生需提供)、零就业家庭
证明/家庭成员的低保证明(失业不
足半年的失业人员需提供)。

6
创业场地
补贴

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毕业5
年内的高中等学校毕业生及出国
（境）留学回国人员，复员转业
退伍5年内的军人，就业困难人
员，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在各类创
业孵化基地以外租赁场地创业，
为首次自主创业（指创业实体工
商营业执照是申请人在我市行政
区域内首次登记注册的），且营
业执照注册登记时间6个月以
上，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个体
独资企业投资人、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
人给予创业场地补贴。

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
生，毕业5年内的高
中等学校毕业生及出
国（境）留学回国人
员，复员转业退伍5
年内的军人，就业困
难人员，返乡农民工
等群体

1.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毕
业5年内的高中等学校毕业生
及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
（除困难家庭及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高校毕业生外），复员转
业退伍5年内的军人，就业困
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群体中
符合申请条件人员，给予最长
2年每年3000元的创业场地补
贴。
2.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群体中
符合申请条件人员，给予最长
2年每年5000元创业场地补
贴，
3.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
生群体中符合申请条件人员，
给予最长2年每年10000元创业
场地补贴。
同一自主创业对象或同一创业
实体只能享受一次创业场地补
贴。

1.申报。申请人到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
（县、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递交
申报资料。
2.初审。县、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对申请人提交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并现场
审查创业实体有关情况。将初审通过人员
名单纸质版及电子版报送市就业和人才服
务中心。
3.复审。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汇总县
（市）区人员名单，以函的形式送交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协查相关人员取得工商营业
执照信息，并依据其函复信息，认定相关
人员是否满足首次自主创业条件。将复审
通过人员名单反馈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及县（市）、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
4.拨付。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公
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县（市）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向属地财政局递交创业场地补贴审核意见
及资金申请后，属地财政局履行发放手续
。

工商营业
执照注册
地（县、
区）公共
就业和人
才服务机
构

申请材料：申请人本人《就业创业
证》（高中等学校在校生提供本人
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创业场地房
产证，没有房产证的由村（社区）
出具相关证明、创业场地租赁协议
原件及复印件、创业实体工商营业
执照原件及复印件、《丹东市创业
场地补贴申请表》及其它需要提供
的相关资料。



7
创业带头
人社会保
险补贴

创业带头人创办的经营实体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就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创业带头人

创业带头人社会保险补贴标准
为创业带头人创办的经营实体
在补贴期间范围内为吸纳就业
困难人员、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单位
统筹部分给予全额补贴。

创业带头人审批和创业带头人社会保险补
贴申报工作同步先后开展，创业带头人社
会保险补贴申报流程参照创业带头人审批
程序。1.申请。创业者向经营实体所在地
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提出申请。
2.审核。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受
理创业带头人申请，实地考核后，将初审
通过的有关资料报送县（市）区就业和人
才服务机构。
3.认定。县（市）区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根据有关资料对创业者的资格进行认定，
统一向社会公示。

县（市）
区就业人
才部门

申请材料：工资支付凭证、缴纳社
会保险证明。

8
灵活就业
社会保险
补贴

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后按时足额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
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
业生可以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
补贴。

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
后按时足额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
员以及离校2年内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按上
年度我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为缴费基数计算的应缴纳
养老保险费额给予60%补贴。
基本医疗保险补贴标准：按上
年度我市社会平均工资90%为
缴费基数计算的应缴纳医疗保
险费额给予60%补贴。不包括
个人应缴纳的大额补充医疗保
险费。

符合条件的人员，本人持所需提交材料的
原件和复印件（一式两份）到社区进行申
报，填写的《丹东市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
业社会保险补贴认定表》，经街道（乡
镇）复审通过后，由各县（市）区就业和
人才服务机构对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
贴资格进行认定。

县（市）
区就业人
才部门

申请材料：社会保障卡、户口簿、
身份证、《就业创业证》、养老保
险个人对账单、医疗保险缴费证明
、毕业证、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
的有关证明材料。



9
公益性岗
位补贴

 公益性岗位人员可按规定享受
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
。

通过政府开发的公益
性岗位安置就业的就
业困难人员。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标准：按公
益性岗位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额的60%给予补
贴，缴费基数档次按养老保险
政策规定的60%-100%执行。
基本医疗保险补贴标准：按公
益性岗位人员实际缴纳的基本
医疗保险费额的100%给予全额
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大
额补充医疗保险费。
工伤保险补贴由用人单位按同
期工伤保险参保缴费规定统一
办理。
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岗位
补贴。对安置低保家庭、贫困
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中的高校毕业生，残疾高校
毕业生，烈士子女高校毕业生
的公益性岗位，岗位补贴标准
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50%的比
例上浮。

1.符合条件的人员到户籍所在地县（市）
区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申请。
2.县（市）区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依据属
地公益性岗位空岗、腾退及新增情况，对
相关人员提供材料进行审核，在审核通过
人员的《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公益性岗位登
记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公章，将审
核通过人员及安置岗位信息录入就业服务
信息系统，并将享受公益性岗位人员名单
通过县（市）区人社部门网站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按规
定发放补贴。

县（市）
区就业人
才部门

申请材料：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
就业困难人员安置公益性岗位登记
表》、《就业创业证》原件、身份
证正反面复印件2份、户口簿首页
、本人页复印件各2份、《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和《医疗
保险缴费证明》原件或无缴费记录
证明1份、近期免冠彩色一寸照片2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