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 顶 山 市 财 政 局
文件

平人社办 〔2022〕 28号

平顶JI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顶JI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市级 (星级 )充分就业

社区评定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财政局 :

充分就业社区是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

更加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各级各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坚持将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

纳入大就业工作
“
总盘子

”,在稳定和扩大基层就业方面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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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我市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成果,现将 《平顶山市

市级 (星 级 )充分就业社区评定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要认真对照 《办法》,制定

实施细则,切 实推进本地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要强化鲜明导向,及时总结宣传先进典型经验,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要进一步挖掘社区促进就业潜力,加大人社工作人员培

训力度,强化工作能力,提升业务素质,改善服务质量,努力打

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就业充分、群众满意的社区。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原 《平顶山市市级 (星 级 )

充分就业社区评定奖励办法 (试行 )》 (平人社办 〔2020〕 111

号)废止。              ˇ .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附件:1.平顶山市市级 (星 级 )充分就业社区评定奖励办法

2.平顶山市市级 (星 级 )充分就业社区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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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平顶山市市级 (星级 )充分就业社区

评定奖励办法

社区就业工作是就业工作的基础,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

就业,关键在基层,重 点在社区。按照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财政厅《关于深入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工作的通知》(豫

人社函 〔2017)292号 ),河 南省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 《关于印发 〈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

社 〔2018〕 8号 ),平顶山市委、市政府 《关于建立 “五个一”

工作机制加强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的意见》(平发 〔2019〕 13

号 ),平顶山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平政 E2020〕 18号 )要求,为进一步巩固深化平顶山市充分

就业社区创建成果,积极把促进就业创业政策落实在基层,切实

打通公共就业创业服务
“
最后一公里

”,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定办法

(一 )评定对象

各县 (市 、区)所有建制社区。

(二 )评定周期

每年评定一次,时间安排在次年第一季度,具体时间以通知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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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报原则

由社区结合实际,申 报市级充分就业社区,上年度评为市级

或星级充分就业社区的可以申报星级充分就业社区。

(四 )评定程序

按照社区申报、街道推荐、县区初选、市人社局评估的流程 ,

自下而上、分步组织、逐级申报,最终由市人社局组织评估并择

优认定。评估组由市人社局商请有关单位业务精、原则性强的同

志组成。

(五 )评定方式

实地考察评估。

(六 )评定标准

——平台建设管理

1.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应符合机构、人员、经费、场地、

制度和工作
“
六到位

”
要求。办公场所不低于 50平方米,电脑、

电话、桌椅、打印机、档案柜等办公设施完备。

2.就业服务和就业管理工作制度健全,岗 位职责、服务指南、

办事流程等工作制度要公开、公示。

3.工作人员队伍稳定,专职工作人员 2名 (含 )以上,持证

上岗,熟悉业务经办程序及相关政策规定,遵守工作制度及业务

操作流程。

4.必需的信息化设备设施配备齐全,使用全省统一公共就业

信息系统,支持办理各项业务和提供各项服务。

5.工作经费及人员薪金及时足额到位,确保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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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置并及时更新政策宣传栏和信息栏,广 泛宣传国家就业

创业政策及本社区就业创业典型。

7.社 区领导重视和支持就业创业工作,坚持例会制度,为 开

展各项就业创业工作提供便利。

——就业创业服务开展

1.开展就业援助。落实调查摸底和实名申报登记制度,完善

就业援助和跟踪服务制度。对残疾人、困难家庭未就业大学生以

及符合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戒毒失业人员实施重点帮挟;零就

业家庭保持动态为零;对就业困难对象及时跟踪了解就业和政策

落实情况,并有详实记录。

2.积极落实政策。社区能够全面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扎实开展搜集掌握就业岗位、创业项目等信息资源工作,有信息

收集联系网络及信息记录,及时有效发布相关信息。帮助指导失

业人员自主创业,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为辖区内失业

人员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

3.做好相关服务。积极配合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登记

失业人员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服务,组织推荐其参加职业技

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推荐率达到 100%。

4.服务文明礼貌。开展文明办公活动,实行入户走访和上门

服务制度;对前来办事的群众,礼貌周到、服务热情,并一次性

告知相关事项;对来电来访的群众,耐心细致解答。

5.基础工作扎实。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台账、统计表册完各 ,

新成长劳动力、就业转失业人员、外来常住人员等人力资源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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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登记、信息化录入、动态性管理,实现随机实名查询。信息采

集到户到人,跟踪管理做到六清 (失业原因清、家庭状况清、择

业意向清、职业技能清、就业状况清、社会保障清 )。 及时、客

观、准确、规范上报就业数据和工作情况。

6.群众满意度高。就业服务工作全年未发生举报、投诉、上

访等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

——充分就业Ⅰ化指标

市级充分就业社区:

1.法定劳动年龄内劳动力资源信息化登记率不低于 80%,并

及时上传;进行失业登记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至

少享受一次就业服务;

2.辖 区内认定的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3.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 95%以上;

4.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 95%以上;

5.辖 区内新增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援助对象、享

受就业挟持政策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人员 100%持有 《就业

创业证》且 100%通过信息系统办理;

6.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服务对象满意率90%以 上。

市级星级充分就业社区:

1.上年度认定为市级或星级充分就业社区可申报星级充分

就业社区。

2.法定劳动年龄内劳动力资源信息化登记率不低于 90%,并

及时上传;进行失业登记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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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享受两次就业帮扶;

3.辖 区内认定的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4.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 97%以上;

5.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 100%以 上;

6.创 业担保贷款到期还款率 94%以 上。

二、奖惩办法

(一)物质汰励

1.奖励依据及标准

按照 《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豫财社 (2018〕 8

号 )第 13条 “
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给予

市级充分就业社区2万元补助费用、市级星级充分就业社区 3万

元补助费用。

2.奖金保障及用途

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石龙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

新区从市本级的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其他县 (市 )从同级就业

补助资金中列支。奖金用于社区购买服务、设施设备或弥补工作

经费不足等。

(二)严格评定标准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真正评出就业创业工作亮点

突出、示范性强的社区。凡是弄虚作假的,一律取消参评资格 ,

并取消相关单位及有关工作人员年度评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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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平顶山市市级 (星级 )充分就业社区推荐表

社区名称 县 (市 、区)  街道 (乡 镇 ) 社区

社区联系人 联系方式 (固 话、手机 )

申报类型 市级充分就业社区口   星级充分就业社区□

社区基本情况,创建工作情况:

街道 (乡 镇 )推荐意见

(公章 )

年  月 日

县 (市 、区)人社局初选意见

(公章 )

年̄  月  日

市人社局意见

(公章 )

午̄  月  日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 3月 3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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