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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南 充 市 财 政 局 
 
 
 
 

南人社通〔2019〕155 号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 充 市 财 政 局 

关于调整职业培训目录及补贴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适应国家、省关于职业资格改革工作要求，充分发挥就业

创业补助资金促进职业培训的作用，提高资金的安全性、规范性

和有效性，根据《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中央和

省级就业创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9〕38



 —2—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当前工作实际，现对部分职业培训项目

及补贴指导标准进行调整，并就相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职业培训项目补贴指导标准 

（一）初始培训 

1.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指导标准。初级培训时间不少于 100学

时，中级培训时间不少于 120 学时，高级培训时间不少于 160

学时，其中技能培训实际操作不低于总学时 60%。A 类培训补

贴标准初级为 1500元/人次，中级为 1800元/人次，高级为 2400

元/人次；B 类培训补贴初级为 1300 元/人次，中级为 1560 元/

人次，高级为 2080元/人次；C类培训补贴初级为 1200元/人次，

中级为 1440元/人次，高级为 1920元/人次。专项职业能力培训

时间 24-40学时，培训补贴标准 360-600元/人次。培训的职业（工

种）纳入《现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的，当期培训结束后，

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根据取得职业资格证

书的不同等级，按相应职业（工种）培训补贴标准的 100%给予

补贴；培训结束后取得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按相应培训补贴标

准的 100%给予补贴; 培训结束后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 按相应

职业（工种）初级培训补贴标准的 80%给予补贴，培训后签订

劳动合同并稳定就业 1 年以上的补贴剩余 20%；未取得证书的

不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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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指导标准。补贴标准 3000—4000元 

/人次；培训时间 6-12个月。对其中的农村学员和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家庭的学员按每学期 100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费补贴， 

补贴期限不超过 2学期。 

3.创业培训补贴指导标准。包括 GYB创业培训、SYB创业

培训、IYB创业培训、网络创业培训。 

（1）GYB 创业培训-“产生你的企业想法”。培训时间 3 天

（24学时），培训后取得 GYB培训合格证的，按每人 400元的

标准给予补贴。 

（2）SYB创业培训-“创办你的企业”。对具备创业构思的创

业者进行以实现创业为目的的创业能力培训，培训时间 7天（56

学时），培训后取得 SYB培训合格证的，按每人 700元的标准给

予补贴。对同时具有 GYB和 SYB需求的人员进行合并培训的，

取得培训合格证的，按每人 1000元标准给予补贴。 

（3）IYB创业培训-“改善你的企业”。培训补贴对象仅限参

加培训前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创业人员，培训时间不少于 5 

天（40 学时），培训后取得 IYB 培训合格证的，按每人 600 元

的标准给予补贴。 

（4）网络创业培训。培训时间 7 天（56 学时），参加网络

创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的，按每人 105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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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色培训补贴指导标准。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开展的一些

特色培训，培训项目、培训时间、所需资金等由当地人社、财政

按相关规定确定，其补贴标准参照同类工种或视成本、课时等合

理确定，并报市人社局备案。 

5.家政服务类专项培训指导标准。将家政服务员（保姆）、

母婴护理员（月嫂）、养老护理员、病患（残疾）护理员、保育

员、残疾儿童护理员、育婴员、保洁员等列为专项培训，将培训

补助与推荐工作和服务质量挂钩，标准为 1800-2400 元/人次，

具体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另行文。 

（二）在岗培训 

对企业新录用的五类人员，与企业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 1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

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构开展岗位技能培训的，参照初始培训中

就业技能培训标准执行。 

（三）提升培训 

对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技师培训

的企业在职职工，培训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的，给予职工个人或企

业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其中技师培训项目按《南充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充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南充市技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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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的通知》（南人社通〔2015〕292 号）规定执行，企业

新型学徒制培训按照《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充市财

政局 关于转发〈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

于在全省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通知〉的通知》（南人社通〔2019〕

148号）规定执行。 

（四）劳务品牌培训 

参照初始培训中就业技能培训标准执行。 

二、申报资料 

（一）初始培训。《南充市职业培训补贴个人申报审批表》、 

培训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以下统称《就业创业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劳动者，可不提供此证，下同）、职业资格证书（或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下同）复

印件、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

非毕业年度在校大学生、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参加就业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还应提供学生证；城市低保家庭学员参加劳动预备

制培训申请生活费补贴，还应提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明材

料。 

（二）在岗培训。培训人员花名册、培训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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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创业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培训机构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 

（三）提升培训。企业组织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或技师培训 

前，应向人社部门报送培训计划、培训人员花名册、劳动合同等。

培训结束后，应向人社部门提供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机构开具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等。 

（四）劳务品牌。参照初始培训中就业技能培训所需资料执

行。 

以上各类培训开展前，还应将培训大纲、培训教材、授课教

师信息、培训人员花名册等有关材料报人社部门备案。由培训机

构代为申请补贴的，还应提供代为申请协议书、《南充市职业培

训补贴机构（单位）代为申请审批表》、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培训

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南充市职业培训开班申请表》、《南充市

职业培训学员签到表》、《南充市职业培训现场检查确认表》等）。 

三、工作要求 

（一）安全生产、消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培训是安全生产、 

消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人社部门负责将安全生产、消防

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计划并指导属地

技工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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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年龄的认定，以《社会保险法》确定的领取养老

金年龄为准。确有培训需求、不具有按月领取养老金资格的人员

可作为培训对象纳入政策范围。 

（三）上述人员参加相同工种、相同等级的各类培训，职业

培训补贴只能享受一次（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可分别享受）。

同一年度内享受补贴最多不超过三次。 

（四）技能培训每班原则上不超过 60人，创业培训(GYB、 

SYB、IYB、网络创业培训）每班原则上不超过 30 人。培训合

格证书由人社部门核发。 

（五）以上培训项目可在就业创业补贴资金中列支，申请培

训补贴的参训人员需符合就业创业补助资金规定类别，并按照培

训补贴支付标准和培训后是否就业的比例进行支付，不得有超规

定支出情况。 

（六）存在培训需求但未列入我市职业技能培训目录的培训

项目(见附件)，其补贴标准可参照相近工种，由各地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与财政局共同商定，并报市人社局备案。 

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由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参照本文件确定的当地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指导标准及相关要

求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各地要切实加强职

业培训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与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城乡劳动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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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督促培训机构（学校）提高职业培训质量，

全力推动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调整后的职业培训补贴指导标准从 2019 年9月5日起执行

（2019年 9月 5日前已开班的，仍按原规定标准执行），以前相

关政策废止。本通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负责

解释。 

 

附件：南充市部分职业培训目录及补贴指导标准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充市财政局 

                                2019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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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充市部分职业培训目录及补贴指导标准 

类别 工种（专业） 
培训 

等级 

培训学

时（不

少于） 

补贴标

准（元）

A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劳动关系协调员、消防员、
森林消防员、应急救援员、中（西）式烹调师、中（西）
式面点师、轧制原料工、金属轧制工、铸轧工、金属
挤压工、车工、铣工、磨工、铸造工、锻造工、冲压
工、焊工、金属热处理工、电切削工、钳工、汽车维
修工、农机修理工、电工、混凝土工、起重装卸机械
操作工、保安员、电梯安装维修工、制冷空调系统安
装维修工、机床装调维修工、家用电器维修工、计算
机维修工、汽车美容、机械数控、模具工。 

初级 100 1500 

中级 120 1800 

高级 160 2400 

B 

安检员、茶艺师、锅炉操作工、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
作工、眼镜验光员、眼镜定配工、测绘人员、制冷工、
防腐蚀工、化工总控工、（合成氨、尿素、硫酸、硝
酸）纯碱生产工、有机合成工、电气元件及设备装配
人员、假肢装配工、矫形器装配工、电子器件制造人
员、酿酒人员、手工木工、有线广播电视机线员、广
播电视天线工、砌筑工、钢筋工、架子工、防水工、
安全评价师、电子产品制造版工、检验人员、保健按
摩师、调酒师、抹灰工、计算机操作工、计算机文字
录入与处理工、农业机械操作工、农艺工、缝纫工、
制鞋工、网络运行管理员。 

初级 100 1300 

中级 120 1560 

高级 160 2080 

C 

（粮油）仓储保管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滑雪、
潜水、攀岩）、游泳救生员、有害生物防治员、智能
楼宇管理员、美容师、美发师、森林有害生物防治员、
家畜繁殖员、动物疫病防治人员、道修防工、水工检
测工、水工闸门运行工、水文勘测工、高炉原料工、
高炉运转工、炼钢原料工、重（轻）有色金属冶炼人
员、硬质合金生产人员、纤维预处理人员、纺纱工、
缫丝工、织造（整经、织布）人员、印花工、印染后
整理工、纺织染色工、印染前处理工、印染染化料配
制工、粮油生产加工人员、药物制剂工、中药炮制工、
水泥生产工、玻璃纤维及制品工、玻璃钢制品工、 
陶瓷制品生产人员、评茶员、物业管理员、客房服务
员、餐厅服务员、导游员、职业指导员、家禽饲养工、
花卉工、电商服务员、园艺工、会计电算化操作、竹
编工艺工、营养师。 

初级 100 1200 

中级 120 1440 

高级 160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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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工种（专业） 
培训 

等级 

培训学

时（不

少于） 

补贴标

准（元）

专项
能力
培训 

培训工种包括：人社部颁布的专项能力考核目录（220
个）、四川省颁布的专项能力考核目录（42个）以
及我市开发的专项能力报省上批准的工种。 

3-5天（24-40学
时） 360-600

劳动预备制培训。 6-12个月 3000-40
00 

家政
服务 

家政服务员（保姆）、母婴护理员（月嫂）、养老护
理员、病患（残疾）护理员、保育员、残疾儿童护理
员、育婴员、保洁员等列为专项培训。 

100个学时 1800-24
00 

创业
培训 

GYB培训 –“产生你的企业想法”。 3天（24学时） 400 

SYB培训–“创办你的企业”。 7天（56学时） 700 

IYB培训–“改善你的企业”。 5天 (40学时) 600 

网络创业培训。 7天（56学时） 1050 

特色培训。 
由当地人社、财政按教学效
果及成本合理确定培训时
间、补贴标准。 

备注：存在培训需求而上表中未列具的工种（专业），其补贴标准参照同类工种或视

成本、课时等合理确定，并报市人社局备案。 

 

 

 

 

 

 

 



  —11—

 

 

 

 

 

 

 

 

 

 

 

 

 

 

 

 

 

 

 

 

 

南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5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