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业领域（RS01 鄞州）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序号 事项编码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类别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 
RS01001001

DT 

职业供求信

息、市场工

资指导价位

信息和职业

培训信息发

布 

申请发布人

力资源招聘

信息 

 

1.招聘单位 

2.岗位要求 

3.福利待遇 

4.招聘流程 

5.应聘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4.《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 
RS01002001

DT 
职业介绍 求职登记  

1.服务对象 

2.提交材料 

3.办理流程 

4.服务时间 

5.服务地点（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3 RS01003DT 失业登记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

通知》（浙人社发〔2013〕111号） 

5.《关于印发宁波市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

办法的通知》（甬人社发[2016]40号） 

6.《人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发失业登

记工作强化失业人员就业服务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0]3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4 
RS01004001

DT 
就业登记 

用人单位招

用人员登记 
 

1.对象范围 

2.办理条件 

3.办理材料 

4.办理流程 

5.办理时限 

6.办理地点（方式） 

7.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8.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

通知》（浙人社发〔2013〕111号） 

5.《关于印发宁波市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

办法的通知》（甬人社发[2016]40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5 
RS01004002

DT 
就业登记 

自主创业登

记 
 

1.对象范围 

2.办理条件 

3.办理材料 

4.办理流程 

5.办理时限 

6.办理地点（方式） 

7.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8.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

通知》（浙人社发〔2013〕111号） 

5.《关于印发宁波市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

办法的通知》（甬人社发[2016]40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6 
RS01004003

DT 
就业登记 

灵活就业登

记 
 

1.对象范围 

2.办理条件 

3.办理材料 

4.办理流程 

5.办理时限 

6.办理地点（方式） 

7.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8.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

发〈浙江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

通知》（浙人社发〔2013〕111号） 

5.《关于印发宁波市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

办法的通知》（甬人社发[2016]40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7 
RS01005001

DT 

创业补贴申

领 

一次性创业

社保补贴申

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8 
RS01005002

DT 

创业补贴申

领 

创业带动就

业补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9 
RS01005003

D 

创业补贴申

领 

创业培训补

贴申领（个

人）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

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甬人社发〔2017〕

48号） 

4.《关于印发〈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17〕49

号） 

5.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

财政局《关于调整宁波市职业技能培训补

贴目录（标准）的通告》（〔2020〕68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0 
RS01005004

DT 

创业补贴申

领 

创业场地租

金补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11 
RS01006001

D 

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 

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资格

认定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宁波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

细则>的通知》（甬银发〔2020〕107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12 
RS01006002

DT 

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 

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贴息

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  √  √ √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宁波市创业担保贷款实施

细则>的通知》（甬银发〔2020〕107号） 

台 

13 
RS01006003

DT 

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 

企业吸纳就

业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申

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14 
RS01007001

DT 

对就业困难

人员（含建

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实

施就业援助 

就业困难人

员社会保险

补贴申领（灵

活就业）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15 
RS01007002

DT 

对就业困难

人员（含建

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实

施就业援助 

就业困难人

员社会保险

补贴申领（单

位吸纳）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41号） 

16 
RS01007003

DT 

对就业困难

人员（含建

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实

施就业援助 

公益性岗位

补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关于规范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的指导

意见》（甬劳社就〔2008〕169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17 
RS01008001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高等学校等

毕业生接收

手续办理 

 

1.文件依据 

2.对象范围 

3.办理条件 

4.办理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颁布〈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教学〔1997〕6号） 

4.《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流动人

员人事档案工作服务规范〉的通知》（浙

人社发〔2013〕3号） 

5.《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

省教育厅、浙江省公安厅关于进一步优化

高校毕业生在浙就业手续的通知》（浙人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社发〔2017〕136号） 

18 
RS01008002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就业见习补

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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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

政发〔2018〕17号） 

7.《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8.《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19 
RS01008003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求职创业补

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9.办理结果 

10.咨询电话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5部

门关于做好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浙人社发〔2019〕56号） 

6.《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7.《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8.《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20 
RS01008004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高校毕业生

社保补贴申

领（灵活就

业）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1 
RS01008005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高校毕业生

社保补贴申

领（单位吸

纳）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  √  √ √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 

10.咨询电话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

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台 

22 
RS01008006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高校毕业生

就业补贴申

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甬政办发

〔2020〕41号） 

7.《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甬人社发〔2020〕

4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3 
RS01008007

DT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高校毕业生

临时生活补

贴申领 

 

1.文件依据 

2.政策对象 

3.补贴标准 

4.申请条件 

5.申请材料 

6.办理流程 

7.办理时限 

8.办理地点（方式） 

9.办理结果 

10.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

作的意见》（国发〔2019〕28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国办

发〔2020〕6号） 

5.《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

〔2020〕19号） 

6.《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进

一步促进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

意见》（甬政办发〔2014〕228号） 

7.《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甬

人社发〔2015〕1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4 
RS01008008

D 

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

服务 

就业见习基

地认定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3. 《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7〕28

号） 

4.《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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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政发〔2017〕41号） 

5.《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

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人社发

〔2016〕95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6.《宁波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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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

政发〔2018〕17号） 

7.《关于印发〈宁波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管理办法〉〈宁波市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

站管理办法〉〈宁波市大学生就业实践基

地管理办法〉的通知》（甬人社发〔2018〕

120号） 

25 RS01009DT 

员工制家政

服务企业社

保补贴申领 

  

1.对象范围 

2.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3.申请条件 

4.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时限 

7.办理地点（方式） 

8.办理结果告知方式 

9.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对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实行社

会保险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浙人社发

〔2012〕86号） 

3.《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部

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家政服务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浙人社发〔2014〕64号） 

4.《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继续实行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

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浙人社发

〔2018〕97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6 
RS01010001

DT 

就业信息服

务 

就业政策法

规咨询 
 

1.就业创业政策项目 

2.对象范围 

3.政策申请条件 

4.政策申请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理地点（方式） 

7.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4.《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7 
RS01011001

DT 

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和

创业开业指

导 

职业指导  

1.服务内容 

2.服务对象 

3.提交材料 

4.服务时间 

5.服务地点（方式）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4.《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28 
RS01012001

DT 

公共服务专

项活动 

公共就业服

务专项活动 
 

1.活动通知 

2.活动时间 

3.参与方式 

4.相关材料 

5.活动地址 

6.咨询电话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019年 4月 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11号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

年 8月 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5

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3.《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0号） 

4.《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令第 28号） 

□决策 

□执行 

□管理 

■服务 

□结果 

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鄞州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基层公共服务平

台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