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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励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国家对鼓励中小企业吸纳

高校毕业生有哪些政策措施？

１. 对招收高校毕业生达到一定数

量的中小企业，地方财政应优先考虑安

排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并优先提供

技术改造贷款贴息。

２. 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当年新招

收登记失业高校毕业生，达到企业现有

在职职工总数 30%（超过 100 人的企业

达 15%）以上，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可按规定

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的小额担保贷

款并享受 50% 的财政贴息。

３. 高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

的，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经

费申请、科研成果或荣誉称号申报等方

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同

等待遇。

４. 对小微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

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 1 年社会

保险补贴。

二、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城

乡基层、中西部地区以及民族地区、贫

困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就业

（一）什么是基层就业？

基层就业就是到城乡基层工作。

国家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

高校毕业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城市社区建设和应征入伍。一般来

讲，“基层”既包括广大农村，也包括

城市街道社区；既涵盖县级以下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也包括社会团体、非

公有制组织和中小企业；既包含单位就

业，也包括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二）什么是基层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岗位？

所谓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

位，包括大学生村官、支教、支农、支

医、乡村扶贫，以及城市社区的法律援

助、就业援助、社会保障协理、文化科

技服务、养老服务、残疾人居家服务、

廉租房配套服务等岗位。

（三）什么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2006 年，教育部、财政部、原人

事部、中央编办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

知》（教师〔2006〕2 号），联合启动

实施“特岗计划”，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到“两基”攻坚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任教。特岗教师聘期 3 年。

（四）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实施的

地区范围包括哪些？

2006-2008 年

“特岗计划”的实

施范围以国家西部

地区“两基”攻坚

县为主（含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部分

团场），包括纳入

国家西部开发计划

的部分中部省份的

少数民族自治州，

适当兼顾西部地区

一些有特殊困难的

边境县、少数民族

自治县和少小民族县。2009 年，实施

范围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

（五）农村教师特岗计划招聘对

象和条件是什么？

1. 以高等师范院校和其他全日制

普通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可招少

量应届师范类专业专科毕业生。

2. 取得教师资格，具有一定教育

教学实践经验，年龄在 30 岁以下的全

日制普通高校往届本科毕业生。

3. 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参加过

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同

等条件下优先。

4. 报名者应同时符合教师资格条

件要求和招聘岗位要求。

三、鼓励大学生应征入伍，报效

祖国

（一）公民应征入伍要满足哪些

基本身体条件？

公民应征入伍要符合国防部颁布

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

定。其中，有几项基本条件：

身 高： 男 性 160cm 以 上， 女 性

158cm 以上。

体重：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30%，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女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 20%，不

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标准体重 =( 身高 -110)kg。

视力：大学生右眼裸眼视力不低

于 4.6，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5。屈

光不正，准分子激光手术后半年以上，

无并发症，视力达到相应标准的，合格。

内科：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呈阴性，

等等。

（二）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大学

生的年龄是如何规定的？

男性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为年满

18 至 22 周岁，高职 ( 专科 ) 毕业生可

放宽到 23 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可放宽到 24 周岁。

女性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为年满

18 到 20 周岁，应届毕业生放宽到 22

周岁。

四、积极聘用高校毕业生参与国

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

哪些高校毕业生可以被吸纳为研

究助理或辅助人员？

吸纳对象主要以优秀的应届毕业

生为主，包括高校以及有学位授予权的

科研机构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和本科生。

五、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稳定灵活就业

（一）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

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

1. 税收优惠。

2. 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支持。

3. 免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4. 享受培训补贴。

5. 免费创业服务。

6. 取消高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允

许高校毕业生在创业地办理落户手续。

（二）大学生创业工商登记有什

么要求？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落实

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坚决推行工商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

证“三证合一”，推进“三证合一”登

记制度改革意见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方

案，实现“一照一码”。放宽新注册企

业场所登记条件限制，推动“一址多照”、

集群注册等，降低大学生创业门槛。

（三）高校对自主创业大学生可

提供什么条件？

各地各高校建设一批大学生创业

示范基地，继续推动大学科技园、创业

园、创业孵化基地和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高校应开辟专门场地用于学生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各类

实验室、教学仪器设备等原则上都要向

学生开放。各高校要优化经费支出结构，

多渠道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创新创业教

育教学，资助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四）高校毕业生怎样提升自主

创业的能力？

各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

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促进专业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调整专业课程

设置，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

创业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学生开发

开设创新创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

分管理。

（五）怎样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在哪些银行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创业担保贷款按照自愿申请、社

区推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查、

贷款担保机构审核并承诺担保、商业银

行核贷的程序，办理贷款手续。

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

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都可以

开办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各地区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具体经办银行。在指定的具

体经办银行可以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六、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

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

（一）主要有哪些机构为高校毕

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1. 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由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举

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机构，为高校毕

业生免费提供政策咨

询、就业信息、职业

指导、职业介绍、就

业援助、就业与失业

登记或求职登记等各

项公共服务，按规定

为登记失业高校毕业

生免费提供人事档案

管理等服务。

2. 高校毕业生就

业指导机构

目前，各省教育部门、各高校普

遍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机构，为

毕业生提供就业咨询、用人单位招聘及

实习实训信息、求职技巧、职业生涯辅

导、毕业生推荐、实习实践能力提升和

就业手续办理等多项就业指导和服务。

3. 职业中介机构

主要包括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经

营性机构，政府鼓励各类职业中介机构

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对为登记

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服务并符合条件的

职业中介机构按规定给予职业介绍补贴。

（二）高校毕业生获取就业信息

的主要渠道有哪些？

１. 浏览各类就业信息网站，包括

中央有关部门主办的全国性就业信息网

站、地方有关部门主办的就业信息网站、

各高校就业信息网站及校内 bbs 求职版

面、其他专业性就业网站等；

２. 参加各类招聘和双向选择活

动，包括国家有关部门、各地、学校、

用人单位等相关机构组织的各类现场或

网络招聘活动；

３. 参与校企合作实习，包括社会

实践、毕业实习等活动；

４. 查阅媒体广告，如报纸、刊物、

电台、电视台、视频媒体等；

５. 他人推荐，如导师、校友、亲

友等；

６. 主动到单位求职自荐等。

（三）在校期间高校毕业生可以

通过哪些途径提升就业能力？

在学好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根

据学校要求或安排，毕业生可以通过选

修或必修就业指导课程、参与学校组织

的就业实习、技巧辅导、模拟招聘等活

动，学习和了解相关职业的资料和信息，

充分借助社会实践平台，全面提升就业

能力。

高校毕业生还可通过学校实施的

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

度、组织到企业顶岗实习、参加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定点机构开展的

职业技能培训等，切实增强自身的岗位

适应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促进职业素养

的养成。

（四）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包括

哪些毕业生？享受哪些帮扶政策？

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是指：来自城

镇低保家庭、低保边缘户家庭、农村贫

困家庭和残疾人家庭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各级机关考录公务员、事业单位

招聘工作人员时，免收困难家庭高校毕

业生的报名费和体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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