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手册内容是根据国家、省、州出台的新文件或

继续执行的相关政策汇编而成。由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负责说明，今后随新政策调整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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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一、促进稳定就业政策。指导督促企业与脱贫人

口依法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

额发放劳动报酬，积极改善劳动条件，健全常态化驻

企联络协调机制。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培训补贴

等政策，引导支持优先留用脱贫人口。继续实施普惠

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参保职工取得技能人员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技能提升补贴申

领条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1 年

以上，政策受理期限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吸

纳脱贫人口就业的企业，符合条件的落实创业担保贷

款及贴息政策。对吸纳脱贫人口就业，与之依法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实际在岗 12 个月的企业，比照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此

前已享受过社会保险补贴的人员补贴期限合并计

算），所需资金从用人单位所在地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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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1〕10号）］

二、精准实施技能提升政策。加大职业技能培训

力度，对脱贫人口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按照职业培

训补贴标准上浮 70%给予补贴，并按培训天数按规

定给予每人每天生活费补贴 20元，所需资金从当地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财政衔接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或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支持脱贫地区、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设一批培训基地和技工院

校。根据脱贫人口的特点，创新培训组织形式，可采

取整建制购买培训项目、直接补贴培训机构等方式开

展集中培训。继续实施“雨露计划”，按规定给予

相应补助。扩大技工院校招生和职业培训规模，支持

脱贫户、农村低收入人口所在家庭“两后生”就读技

工院校，按规定享受国家免学费和奖助学金政策。

［《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

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1〕10 号）］

三、以工代训扩围政策。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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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

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根据吸纳人数

继续给予企业以工代训培训补贴。对受疫情影响生产

经营出现暂时困难导致停工停业的中小微企业组织

职工以工代训的，根据以工代训人数继续给予企业以

工代训培训补贴。各市州根据当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专账资金承受能力，可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外贸、住

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行业企业

职工纳入以工代训补贴范围。所需资金从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专账资金列支。对已按照《关于做好实施企业

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

〔2020〕26 号）文件享受过以工代训培训补贴的人员，

不再重复享受。［《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

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13 号）］

四、拓宽特色职业培训协同项目覆盖范围政策。

被认定为湖南省特色劳务品牌建设单位且自身具备

培训资质的，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开展特色职业培

训。自身不具备培训资质的，其特色职业培训协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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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单位可在全省范围内自主开展特色职业培训。［《关

于印发<湖南省特色劳务品牌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的

通知》（湘人社发〔2021〕14 号）］

五、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政策。参保职工

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

可按规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

件，继续放宽至企业在职职工参加失业保险 1 年以

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本通知下发之日前，符合

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的人员在 2021 年内提出

申领的，可以享受技能提升补贴。原则上每人每自然

年度内可享受不超过 3次技能提升补贴，所需资金从

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

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13 号）］

六、困难人员培训生活费补贴政策。按现有规定，

对脱贫人口、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两

后生”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等符合条件

人员参加培训的，在落实培训补贴的同时，给予生活

费补贴，所需资金可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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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或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

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

13 号）］

七、推进劳务输出政策。健全有组织劳务输出工

作机制，将脱贫人口作为优先保障对象，为有集中外

出务工需求的提供便利出行服务。推荐认定一批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对

具有合法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农村劳务经纪人

等市场主体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每成功介绍 1名脱贫人口到县以外稳定就业

6个月以上的，给予 300 元的就业创业服务补助，脱

贫人口每人每年只享受一次补助，所需资金由输出地

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对跨省、跨县就业的脱贫劳

动力（含监测帮扶对象）可适当安排一次性交通补助，

具体按照《湖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湘财农〔2021〕10 号）规定执行。［《关

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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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色劳务品牌建设补贴政策。被认定为湖南

省特色劳务品牌建设单位的，由当地人社部门按照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规定，委托劳务品牌建设单

位承担品牌建设管理和宣传推广、特色职业技能培训

协同项目开发和培训组织、特色劳务从业人员就业服

务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由当地结合实际从就业专项

资金中列支。［《关于印发<湖南省特色劳务品牌建

设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湘人社发〔2021〕14 号）］

九、加强创业引导政策。重点推广网络创业培训

和创业模拟实训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将其纳入学

分管理。完善高校和技工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实践课

程体系并纳入必修课，实施在校学生研究性学习与创

新实验计划，大学生可根据学校规定的创业成果申请

学位论文答辩。对正常运营 1年以上并吸纳一定规模

就业的初创企业、初次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农民专业

合作社，按投入规模和带动就业人数给予一次性创业

补贴，具体补贴办法由各市州自行制定［湘西州补贴

标准详见《关于印发<湘西自治州创业补贴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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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州人社发〔2020〕42 号）］。领取失业

保险金期间自主创业的，可一次性发放剩余期限的失

业保险金用以支持创业。继续实施创业“双百资助工

程”，每年重点支持 100 个优质初创企业、100 个优

质初创个体工商户，给予一次性奖补。各地可结合实

际适时开展创业大赛及创业带动就业典型创建活动，

奖补标准由各市州自行确定。［《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湖南省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的

通知》（湘政发〔2018〕30 号）］

十、支持毕业生自强自立、就业创业政策。对自

主创业的毕业生，精准提供创业培训、创业服务，按

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创业补贴、场地支持

等扶持政策。将支持和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

业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延续实施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可选择灵活的缴费方式，在规定的个人缴费基数

上下限范围内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选择按月、按季

或者按年缴费。［《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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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13 号）］

十一、支持毕业生基层就业和升学入伍政策。稳

定“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招募规模。按国家

要求适度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和普通高校专升本

招生规模。稳定大学生应征入伍规模和征集比例，突出

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拓宽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

院毕业生入伍通道。［《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

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13 号）］

十二、普惠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

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控制目标，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

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 20%的，可以按规定申请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

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60%返还，

对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淘汰

落后产能企业按 70%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

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

参保的个体经济组织，参照大型企业裁员率标准、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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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标准执行。实施上述稳岗返还政策的统筹地区，上

年度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备付期限应在 1年以上。

各地可采取后台数据比对方式，履行相关审核、公示

等程序后，直接向符合条件的参保单位精准发放稳岗

返还。［《关于延续实施部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

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13 号）］

十三、失业保险保障扩围政策。各市州可按照

2020 年当地出台的扩围政策措施和相关规定，对领

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的失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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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参保不满 1年的失业农民工，发放临时生活补助。

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关于延续实施部

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

〔2021〕13 号）］

十四、失业保险金政策。失业人员失业前所在单

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累计缴费时间不满 1年的，不领取

失业保险金；满１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为 4

个月，以后每增加１年增加２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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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长不得超过 24 个月。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

期间就业的，剩余的失业保险金停止发放。重新就业

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

的期限可与前次失业期间应领取而尚未领取完的失业

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但合并后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4个月。本办法实施前，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

不参加失业保险的用人单位的职工，其工龄视为本人和

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年限。［《湖南省实施<失

业保险条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

十五、失业保险金领取标准政策。失业人员每个

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80％。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所属的就业训练机构组织或者认可的职

业培训，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审核后，可以全免报名

考务费、学杂费（包括培训费、书籍资料费、材料费

和住宿费、证书费和技能鉴定费）1 次。经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同意后参加其他形式的职业培训的，凭有效

的培训合格证书和有效票据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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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培训费用１次，报销数额最高不得超过本人月失

业保险金标准的 2倍。［《湖南省实施<失业保险条

例>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

十六、住院医疗补助金政策。失业人员在领取失

业保险金期间，每月可以领取个人月失业保险金５％

的门诊医疗费；失业人员患病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指

定医院住院治疗的，可以按照规定向失业保险经办机

构申请领取住院医疗补助金，住院医疗补助金的数额

累计最高不得超过本人月失业保险金标准的 24 倍。

［《湖南省实施<失业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人

民政府令第 144 号）］

十七、失业人员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政策。失业

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当地对在职

职工的规定，对其家属一次性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

金。［《湖南省实施<失业保险条例>办法》（湖南

省人民政府令第 144 号）］

十八、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失业保险金政策。

已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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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人连续工作满１年以上，劳动合同期满未续签或

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以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

请一次性生活补助金。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数额按照

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工作时间长短计算，连续工作每满

１年，按当地一个月失业保险金的标准支付，但最

多不超过６个月的失业保险金的总和。［《湖南省

实施<失业保险条例>办法》（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144 号）］

十九、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在法定劳动年龄以内，

具备一定创业能力和具有创业愿望，个人信用记录良

好，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自主创业、合伙创业或组织

起来共同创业的，自筹资金不足的部分，可申请个人

创业担保贷款：1.城镇登记失业人员；2.就业困难人

员（含残疾人）；3.复员转业退役军人；4.刑满释放

人员；5.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

生）；6.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7.返乡

创业农民工；8.网络商户；9.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

合伙创业是指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以合伙经营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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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创办的小企业或组织，并持《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或在工商部门进行备案。组织起来共同创业是指符合

上述条件人员的组织者组织符合上述条件人员就业，

并签订 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且组织就业人数不低于

职工总人数 50%的经济实体，其中组织者必须为组织

起来共同创业经济实体的企业法人代表。

个人自主创业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

10 万元。合伙创业的按合伙创业人数，组织起来共

同创业的按组织起来就业人数，每人最高 10 万元额

度，最高贷款额度为 50 万元。个人自主创业、合伙

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贷款利率可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基础利率的基

础上上浮一定幅度，具体标准为贫困地区（含我省4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

困县，下同）上浮不超过3个百分点，其他地区上浮不

超过2个百分点，实际贷款利率由经办银行在上述利率

浮动上限内与担保机构协商确定。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额度根据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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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年，贷款利率由经办银

行根据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协商

确定。对已享受财政部门贴息支持的小微企业创业担

保贷款，政府不再通过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提供担

保形式的支持。已享受过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小微企

业，贷款无逾期还清后可再次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或担保，再次享受时吸纳就业人员不得与之前申请时

吸纳人员重复。［《关于印发<湖南省创业担保贷款

实施办法>的通知》（长银发〔2017〕108 号）］

二十、返乡农民工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于返乡

创业的农民工，我们按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文件要求提

供最高 2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对于创办的小微企业，给予最高 300 万元的担保贷

款。［《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工作的通知》

（湘人社函〔2020〕179 号）］

二十一、就业困难就业帮扶政策。为有劳动能力

的失业城市特殊困难群体对象优先提供“311”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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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服务，每年至少提供 3次岗位推荐、1 次培训推

荐和 1次职业指导。加大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优先

安排城市特殊困难群体家庭中的劳动力就业，确保零

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对已就业的三类家庭，在核

算其家庭收入时扣减必要的就业成本，并在其家庭成

员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 1.5 倍后给予一年的

渐退期。［《关于印发<湘西自治州城市特殊困难群

体帮扶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州办〔2021〕

18 号）］

二十二、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政策。各地应对就

业困难人员提供个性化援助，通过组织开展职业培

训、推荐企业吸纳、帮助灵活就业、扶持自主创业等

方式，帮助其尽快实现就业。对仍然难以实现就业，

且主动申请就业援助并认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推荐安置岗位的，可纳入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范

围。［《关于印发<湖南省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湘人社规〔2020〕7 号）］

二十三、乡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政策。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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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按照“谁用人、谁管理”的

原则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保持本部门开发的乡村公

益性岗位规模总体稳定，加大各类岗位统筹使用力

度，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脱贫人口，有条件的重点安

置其中的弱劳力、半劳力，动态调整安置对象条件。

健全“按需设岗、以岗聘任、在岗领补、安置不符合

条件人员、违规发放补贴等行为。要充分考虑当地收

入水平和岗位职责内容，合理确定岗位待遇水平，对

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购买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依

法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每次签订期限不超过 1

年。对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给予岗位补贴，岗位

补贴标准原则上每人每月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的 50%，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具体补贴标准由

各市州确定。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可用于

脱贫人口（含监测帮扶对象）公益岗位补助支出。人

社部门按规定认定的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人员岗位

补贴所需资金可从当地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关

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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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湘人社规〔2021〕10 号）］

二十四、省示范性就业帮扶车间奖补政策。对认

定的湖南省示范性就业帮扶车间，每吸纳一名脱贫人

口就业，可在享受 1000 元/人稳岗补贴的基础上，再

按照1000元/人标准给予稳岗奖补和1000元/人标准

给予场地、水电、物流奖补。奖补资金从到县财政衔

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安排。［《关于开展 2020

年湖南省示范性就业帮扶车间认定的通知》（湘振局

联〔2021〕3 号）］

二十五、就业帮扶车间稳岗补贴政策。各县市区

已认定并录入省平台的就业帮扶车间，对上一年度吸

纳脱贫人口累计就业 6个月以上、年工资性收入 6000

元以上的，可按照 1000 元/人标准给予稳岗补贴。奖

补资金可从到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中

安排。［《关于开展 2020 年湖南省示范性就业帮扶

车间认定的通知》（湘振局联〔2021〕3 号）］

二十六、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以及高校毕业生社会

保险补贴政策。对企业（单位）和公益性岗位招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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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困难人员、小微企业招用离校 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的，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实际缴纳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单

位缴费部分进行补贴，不包括个人应缴部分。未缴齐

上述三种社会保险费的不予补贴。［《关于重新印发

<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湘人社

规〔2020〕22 号）］

二十七、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社保补贴政

策。补贴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以灵活

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且履行了社会保险费缴纳

义务的;

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

贴计算方式为：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按上年度我省全

口径社会平均工资的 60%执行，费率按实际缴纳社会

保险的费率执行。“4050”人员（女性年龄在 40 周

岁以上、男性年龄在 50 周岁以上，下同）按上述方

式计算金额的 60%予以补贴，非“4050”人员按上述

方式计算金额的 40%予以补贴。［《关于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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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社会保险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湘人社规

〔2020〕22 号）］

二十八、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对招用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给予最长不超过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的

部分。对离校 1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标准为其个人实际缴费的 40%，补贴期限最长不

超过 2年。［《关于印发<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湘财社〔2018〕25 号）］

二十九、求职创业补贴政策。在毕业年度有就业

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

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高校毕业生，

残疾、孤儿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高校毕业生。补贴

标准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出台的文件执行。

［《关于印发<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湘财社〔2018〕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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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就业见习补贴政策。享受就业见习补贴的

人员范围为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艰苦边远

地区、老工业基地、贫困县可扩大至离校 2年内未就

业中职毕业生。对于吸纳上述人员参加就业见习的单

位，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就业见习补贴，用于见

习单位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为见习人员

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对见习人员的指导管理费

用。对见习人员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单位，

见习补贴标准提高至最低工资标准的120%。［《关于印

发<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社

〔2018〕25 号）］

三十一、就业见习补贴提前发放政策。支持企业

扩大见习岗位规模，对见习期未满与高校毕业生提前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给

予见习单位剩余期限见习补贴。［《关于延续实施部

分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1〕

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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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咨询电话

一、全州就业服务中心政策咨询电话

吉首市：0743-2813206

泸溪县：0743-4261769

凤凰县：0743-3221355

古丈县：0743-4723588

花垣县：0743-7218302

保靖县：0743-7726111

永顺县：0743-5222677

龙山县：0743-6222244

湘西高新区：0743-8531116

州本级：0743-873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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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州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政策咨询电话

吉首市：0743-2813205

泸溪县：0743-4263785

凤凰县：0743-3221355

古丈县：0743-4720601

花垣县：0743-7218088

保靖县：13974362012

永顺县：0743-5222489

龙山县：0743-6230590

湘西高新区：0743-8531116

州本级：0743-851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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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州创业创新指导服务中心政策咨询电话

吉首市：0743-2813192

泸溪县：0743-4265259

凤凰县：0743-3221355

古丈县：0743-4727601

花垣县：0743-7218088

保靖县：0743-7726111

永顺县：0743-5222677

龙山县：0743-2136302

湘西高新区：0743-8236763

州本级：0743-822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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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州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政策咨询电话

吉首市：0743-2813213

泸溪县：0743-4265259

凤凰县：0743-3221355

古丈县：0743-4727258

花垣县：0743-7218213

保靖县：0743-7851201

永顺县：0743-5228495

龙山县：0743-6223838

州本级：0743-8235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