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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费率政策

一、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期限：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 1%

（个 人 1% 降 到 0.5% ，单 位 1% 降 到
0.5%），继续延长至2023年4月30日。

（二）支持行业：所有参保单位。
（三）申报流程：免申即享。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失业保险科023-42757875

社保“缓”缴政策

二、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
（一）主要内容：1.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缓缴实施期限到 2022 年 12
月。

2.失业保险。5个特困行业和新增
扩围的17个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失业
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至 2023 年 3 月。
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及参照执行的社会组织，失业
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到2022年12月。

3.工伤保险。5个特困行业和新增
扩围的17个行业所属困难企业，工伤
保险费缓缴实施期限至 2023 年 3 月。
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
工商户及参照执行的社会组织，工伤
保险费缓缴暂实施至2022年8月。

对已实际缴纳申报缓缴之月社会
保险费的困难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单
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及参照执行
的社会组织，可向参保地社保经办机
构申请退费。

（二）适用条件：1.餐饮、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5个特
困行业；

2.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纺织
服装、服饰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
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化学
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
器仪表制造业，社会工作，广播、电视、
电影和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体
育，娱乐业17个行业所属困难企业；

3.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中小微企
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
位及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
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
组织；

上述行业实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政策，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单位
应缴纳部分。对职工个人应缴纳部
分，企业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义务。

（三）依据：《关于做好扩大阶段性
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工作
的通知》（渝人社发〔2022〕22号）。

（四）申请渠道：1.线上：企业可在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
（http://rlsbj.cq.gov.cn），使用企业“渝
快办”账户登陆，根据提示申请或确认
缓缴；

2.线下：合川区行政服务大厅B区
三楼4-12号窗口申请或确认缓缴。

咨询单位及电话：合川区社会保
险事务中心单位参保科023-42757116

三、阶段性缓缴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

1.主要内容：施工企业暂缓存储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缓缴期限自2022年7
月1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

2.适用条件：全区所有在建工程项
目。房屋市政、铁路、公路、水路、民
航、水利领域之外的其他工程项目农
民工工资保证金，参照本办法执行。

3.依据：《关于阶段性缓缴农民工
工资保证金有关事项的紧急通知》（渝
人社办发〔2022〕180号）。

咨询单位及电话：合川区人力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支 队
023-42489854

稳岗“返”还政策

四、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期限：
在2021年1-12月期间，依法参加

失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2021年度失
业保险费；2021 年度失业保险参保人
数未减少或减少率不超过2021年度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其
中失业保险参保人数30人（含）以下的
企业减少率不超过本企业 2020 年底
（2021 年新参保企业裁员人数不超过
当年度期初）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的
20%，企业（集团）内部拆分、转出、自愿
离职、退休、死亡等情况不计入减员。

在渝人社发〔2022〕9 号文件印发
之前即 2022 年 3 月 16 日，参保单位补
齐 2021 年度失业保险费欠缴部分的，
不影响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享受。

返还标准：大型企业返还标准为
该企业及其职工2021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总额的50%，中小微企业为该
企业及其职工2021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总额的60%，其中企业上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的历史欠
费。执行至2022年12月31日。

（二）支持行业：所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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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工商户。

（三）申报流程：免申即享（符合条
件的申报主体只需登陆“重庆公共就
业网”确认即可）。

事例：合川某企业，2021年度失业
保险参保人数减少率-1.44%，该企业
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为2021年度实
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 56038.8 元的
60%，实际返还金额33623元。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失业保险科023-42757875

各项“补”贴政策

五、社会保险补贴
（一）政策内容及标准、执行期限：

招用登记失业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
脱贫人员、我市户籍登记失业“4050”
人员、低保家庭人员、零就业家庭人
员，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补贴标准：按其实际为招用人员
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职工医疗保
险（含大额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和工伤保险费计算，个人
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仍由本人负担。
政策执行期限：无。

如：用人单位 2022 年招用了符合
条件人员就业，单位按最低缴费基数
3699元参保1个月，用人单位最少可获
得991元社保补贴；单位最高缴费基数
18495元参保1个月，用人单位最高可
获得5308元社保补贴。每个人一般可
申请享受36个月。

（二）支持行业：不分行业。
（三）申报流程：社会保险补贴实

行“先缴后补”的原则。用人单位为招
用人员办理就业登记后，每年3月或9
月 可 登 录 重 庆 市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网
（https://ggfw.rlsbj.cq.gov.cn/cqjy/） 或
向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申请上一年
度补贴，填报申请表、花名册。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就业促进科 023-42757538

六、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一）政策内容及标准：对中小微

企业新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稳定用工 6 个月以
上、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2000
元/人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

对招用我市户籍登记失业的低保
家庭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脱贫人
员、去产能企业职工中的“4050”人员
和残疾人员、残疾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
生，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连续
缴纳1年以上且仍在缴纳社会保险费
（以申请时间为准）的各类企业。按照
6000 元/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
补贴。政策执行期限：无。

（二）支持行业：不分行业。
（三）申报流程：中小微企业招用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连续缴纳半年以
上社会保险费后，各类企业招用符合
条件就业困难人员连续缴纳1年以上
社会保险费后，可登录重庆市公共就
业服务网（https://ggfw.rlsbj.cq.gov.cn/
cqjy/）或向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申
请补贴，填报申请表、人员花名册。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人才服务科 023-42757723（招用高
校 毕 业 生 ） 就 业 促 进 科
023-42757538（招用就业困难人员）

七、一次性扩岗补助
（一）享受对象。在 2022 年 1-12

月期间，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可
向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申领一次性
扩岗补助：

1.招用 2022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按规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2.企业为招用的2022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缴纳3个月及以上的失业保
险费。

（二）享受标准：对招用 2022 毕业
年度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每人 1000
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该
项补助不能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助重
复享受，并且同一人员只享受一次补
助。

（三）申报渠道：
1.线上：企业可通过“渝快办”账号

登录“重庆公共就业服务网”的“2022
年度一次性扩岗补助”端口线上申领。

2.线下：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心
213室，需填报申请表、人员花名册、企
业与2022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的
劳动合同书面材料，若招用毕业生是
市外高校毕业的，企业应提供其毕业
证书复印件。

（四）申报期限：受理截止期限为

2022年12月31日，企业可在2022年6
月-12月申领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
在2022年1-5月期间招用2022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的，若符合政策条件，可
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人才服务科023-42757723

八、青年就业见习补贴
（一）政策内容及标准：申报条

件：已申请成为就业见习基地的企
事业单位，招募符合条件的人员见
习 1-12 个月，对见习人员按月发放
不 低 于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的 基 本 生 活
费，并办理每人不低于 100 元的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给予见习基地
见习补贴。

补贴标准：就业见习补贴按见习
人员每人每月1300元的标准补助见习
基地，对见习留用率达到50%以上的，
留用人员补贴标准按每人每月1500元
执行。补贴期限与见习期限一致，最
长不超过12个月。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补贴按每人 100 元标准一次性补助见
习基地。

见习人员范围包括：●离校2年内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学年
在校生、对口支援西藏等地区的高校
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台湾高
校毕业生、台湾高校毕业学年在校生；
●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技师学院高级
工班、预备技师班以及特殊教育院校
职业教育类毕业生、毕业学年在校
生；●进行失业登记的16－24岁失业
青年。

（二）支持行业：不分行业。
（三）申报流程：
1.见习基地在见习人员结束见习

后2个月内，登录重庆市青年就业见习
管理系统（https://ggfw.rlsbj.cq.gov.cn/
jxxt/unit/ssologin/oldLogin）提 交 补 贴
申请。2.现场提交补贴申报表及相关
材料；3.审核通过后公示5个工作日；4.
财政部门审核，发放补贴资金。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人才服务科023-42757723

九、企业在职职工岗位技能培训
补贴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标准：
1.政策内容：企业在职职工岗位

技能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安全技能培
训、通用职业素质培训、技能提升培
训、转岗转业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
技师培训。

2.补贴对象：
①岗前培训、安全技能培训、通用

职业素质培训、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的
对象为本区行政区域内企业在岗职
工。

②转岗转业培训补贴对象为参保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情况需要转岗转业
的在岗职工。

③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的补贴对
象为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技
能岗位职工。

④技师培训的补贴对象为在我区
企业生产一线岗位工作且与所在企业
签订劳动合同的高级工或技师。

3.培训方式：建立弹性学制，支持
企业职工，参加周末班、夜间班、工余
班和线上培训，可按照6个课时（每课
时 45 分钟）累计为 1 天学时。采用线
上培训的，线上培训学时原则上不超
过培训总学时的30%。

4.补贴标准：
①岗前培训、安全技能培训、通用

职业素质培训补贴不超过5天，补贴标
准不超过100元/人.天。

②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转岗
转业培训根据渝人社发〔2019〕124 号
和渝人社发〔2020〕43号文件规定的补
贴标准，按照130元/人.天至200元/人.
天折算确定。

③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每人每年
的补贴标准原则按5000-6000元执行。

④技师培训补贴按照市人力社保
局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技师
培训项目的通知》（渝人社发〔2019〕20
号）执行。

⑤线上直播、线上录播等方式开
展的培训，补贴标准不超过 60 元/人.
天。

（二）支持行业：①企业新型学徒
制培训优先支持我市重点产业、新兴
产业企业，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技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为主要
培养对象，以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
为重点，兼顾各类技能岗位在岗员工
（含在企业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服务
外包人员）。②其他培训支持所有行
业。

（三）申报流程：
1.开班申请：申请采取线上线下

形式。企业成立职工培训中心的登
录“重庆智能就业培训平台”，填报
有关信息，同时将纸质件扫描上传
（下同）。未成立职工培训中心的委
托培训机构进行开班申请以及以下
流程。

2.培训实施：按照培训方案，对学
员进行培训和考核评价。

3.补贴申请：学员完成全部培训课
程和考核评价后，由企业（或培训机
构）通过“重庆智能就业培训平台”，向
同意开班的人力社保部门提交结业申
请，申领学员培训补贴。培训机构向
企业出具税务发票（企业职工培训中
心无需出具）。

4.补贴划拨：区县（自治县）人力
社保部门按程序对相关材料审核并
公示后，同级财政部门按规定拨付补
贴资金。

企业新型学徒培训案例：合川某
公司联合某培训机构开展企业新型
学徒制培训，培训专业为质检员，培训
时间为2020.7.22-2021.7.22，培训开班
人数46人。区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
区财政部门于 2020 年 9 月按照 2000
元/人的标准预拨培训补贴 92000 元
到该公司账户。培训结束后有 37 人
完成培训并通过结业考试，按 4000
元/人的补贴标准（2021年9月26日以
前开班的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按 4000
元/人.年的补贴标准执行），该班应享
受培训补贴 148000 元，区财政部门于
2021 年 9 月将扣除预拨款后的 56000
元补贴拨付到该公司账户。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职业培训科023-42757677

十、职业介绍补贴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期限（标

准）：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我市城乡
户籍登记失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介绍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与用人单位签
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6个月以上（含6个月）按每人200
元标准给予补贴。其中，成功介绍就
业困难人员到用人单位就业，按每人
500元标准给予补贴。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经纪
人向我市脱贫人口提供免费职业介绍
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实现全日制单
位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除外），且连
续就业3个月及以上，按每人500元标
准给予补贴。

（二）支持行业：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劳务经纪人。

（三）申报流程：1.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或劳务经纪人提交申请；2.区就业和
人才中心审核；3.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将
审核通过的名单在合川区人民政府网
公示；4.区财政局终审后将补贴划入申
请机构或个人账户。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人力资源科023-42757540

“扶”持政策

十一、创业担保贷款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期限（标

准）：
1.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

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
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5%(超过100人
的企业达到8%)，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
劳动合同。

2.无不良信用记录，无拖欠职工工
资、欠缴纳社会保险等严重违反劳动
法律法规行为的记录。借款申请人创
办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应不属于
国家淘汰类、限制类产业范畴，具体项
目参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令第29号)小型、微型企业法
定代表人若符合个人贷款主体资格
的，可以以个人名义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享受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相关政策。

3.贷款额度按照企业当年新招用
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确
定，贷款基数为 20 万元/人，贷款总额
度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4.贷款合同签订日市场报价利率
LPR-150BP以下部分，由企业承担，剩
余部分由财政给予贴息。贷款人未按
期还清贷款本息，财政部门不予贴息。

5.借款人可用自有或者亲友的城
镇房屋产权证进行抵押。

6.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二）支持行业：属于《统计上大中

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
〔2017〕213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三）申报流程：
1.借款单位在经营场地所在镇

（街）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填写
申请表进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2.镇（街）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所对借款单位申请资料进行审核，
对经营场地及经营状况实地查验，符
合贷款条件的，审批后在创业担保贷
款系统进行信息录入并提交区就业和
人才中心。该程序在申请单位资料提
供完整情况下审批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2个工作日。

3.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复审后提交
市级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

4.市级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审
核通过后，向承贷金融机构出具担保

函，承贷金融机构收到担保函后安排
经办人员通知借款单位持相关资料到
指定分理处办理放贷手续。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创业服务科023—42756299

十二、区级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
业园区）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期限（标
准）：

1.政策内容：区级创业孵化基地
（返乡创业园区）应具备如下功能：

①具备场地保障、创业指导、事务
代理、融资对接、政策落实五大功能。

②独立的运营资格。运营单位应
依法注册、合法经营1年以上，且合法
运营基地（返乡创业园区）1年以上。

③稳定的经营场地。基地场地面
积一般为 1000 平方米以上，园区场地
面积一般为 3000 平方米以上，租用场
地的，租赁期限不少于5年。场地内有
相应的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等
基础配套设施，并有相对明确的孵化、
成长、培训等功能分区，用于服务对象
使用的场地不少于全部场地（含公共
服务设施）的80%。

④健全的管理制度。基地（返乡
创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定位清
晰，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准入退出标准、
促进帮扶措施、考核评估机制及财务
管理等制度。

⑤特定的服务对象。基地（返乡
创业园区）服务对象（不得是国家限制
类、淘汰类产业）其营业执照上的地址
须在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区）内。基
地每年新入孵服务对象应不少于 10
户，原则上70%应当是三年内新创办小
微企业和个体创业者，创业孵化期限
不超过3年，超过期限的原则上应迁出
创业孵化基地，以便接纳新的创业主
体。园区入驻服务对象不少于20户，
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企业不少于总服
务对象的50%。园区服务对象不受年
限限制。

⑥专业的服务团队。基地（返乡
创业园区）内设有专门的管理服务机
构，至少有 3 人以上熟悉就业创业政
策、经营管理经验较丰富的专职（兼）
管理服务人员。其中专职人员不少于
2人。专兼职创业导师不少于3人。

2、奖补标准：
①一次性创建补助。成功创建区

级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创业园区）的给
予一次性创建补助20万元。

②一次性孵化补贴。各级创业孵
化基地内的孵化企业成功运营1年以
上且每户带动4人以上就业的，按每户
2万元给予基地一次性孵化补贴。

③绩效奖补。对每个区级基地
（返乡创业园区）连续3年开展绩效评
估，根据年度评估结果，每年分别按照
优秀10万元、良好8万元、合格5万元
的标准，给予基地绩效奖补。

④承接公共创业服务。基地（返
乡创业园区）可按规定承接区人力社
保局等部门委托开展的公共创业服务
活动，符合条件的可提供青年人才创
业工位。

⑤推荐申报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返乡创业园区）。

（二）支持行业：能为入驻的初创
小微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提供基本的生
产经营场地以及有效的创业指导服务
和一定期限的政策扶持，具有持续滚
动孵化和培育创业主体功能的创业孵
化基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园等各类创
业载体。

（三）申报流程：1.申报单位向区就
业和人才中心提出申请；2.区就业和人
才中心根据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和实地
查验；3.符合条件的，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进行公示并给予认定。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创业服务科023—42757545（孵化基
地）；人力资源科023—42757540（返乡
创业园区）。

十三、“双更”基地
（一）政策内容及执行标准：
1.政策内容
应具备如下功能：
①具备吸纳就业、创业孵化、职业

培训、就业服务功能。
②独立的运营资格。基地应由依

法注册成立1年以上且具备独立法人
资格。

③稳定的运营场地。场地面积应
为2000平方米以上，租用场地的，申报
之日起租赁期限不少于5年。场地内
有相应的供电、供水、消防、通讯、网络
等基础配套设施，能满足服务对象生
产经营需要。

④合理的功能划分。有相对明确
的吸纳就业、创业孵化、职业培训、就
业服务等功能分区，并达到相应标
准。基地内吸纳就业和促进灵活就业
人数不低于300人，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退捕渔民、脱贫人口、退役军人和
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占基地就业总人数
比例不低于30%；用于创业孵化的场地

不少于全部场地（含公共服务设施）的
20%。在孵服务对象不少于10户，原则
上70%应当是三年内新创办小微企业
和个体创业者，其营业执照上的经营
场地须在基地内。基地自有培训机构
或与满足基地培训需求的培训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为基地服务对象提供培
训服务。培训场地面积不低于80平方
米，最低容纳参培人数为50人，场地结
构满足培训需求，并配备桌椅、黑板、
投影仪等开展培训的设施设备。基地
自有师资，或与其合作培训机构配备
相应师资。围绕吸纳就业、创业孵化、
职业培训三大功能设有能“发布信息、
精准对接”的智能就业信息化应用场
景。配备不少于40平方米的职业指导
服务区，其中，应至少包括1间职业指
导室和1间职业素质测评室，并配备职
业指导书籍、职业素质测评工具等硬
件设施。

⑤健全的管理制度。基地应有
科学的发展目标、清晰的市场定位，
有健全的入驻和退出服务制度、财
务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并上
墙公示。

⑥专业的服务机构。基地应有能
为入驻市场主体、重点就业群体提供
就业创业、职业培训、职业指导、政策
落实、事务代理等公共服务的平台窗
口、师资队伍和服务人员，以及24小时
自助服务设备等智能就业终端设施设
备。其中，签约的创业导师、职业指导
师、职业培训师等专业化人员原则上
应不少于5人。

2、奖补标准：
①一次性创建补助：被认定为“双

更”基地的，给予 60 万元的一次性补
助，分三年拨付，当年拨付30万元，次
年和第三年绩效评估合格后分别拨付
20万元、10万元。已享受过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大学生创业园、农民工返乡
创业园、留学人员创业园、科技孵化
园、文创园等一次性创建补助的不重
复享受；对已享受过区级创业孵化基
地（返乡创业园区）一次性创建补助的
予以扣减。

②绩效奖补：从认定次年起，当年
绩效评估合格的“双更”基地可连续 4
年按照吸纳就业创业满3个月的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退捕渔民、脱贫人口、
退役军人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1000
元/人.年的标准给予绩效奖补，每年最
高不超过40万元。

③承接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双
更”基地可按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承接
各级人力社保部门委托开展的公共就
业创业服务活动。

（二）申报流程：1.申报单位可通过
重庆智能就业平台进行申报；2.区人力
社保局会同区财政局根据申请资料进
行审核和实地查验；3.符合条件的，公
示无异议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区财政
局联合发文命名认定。

咨询科室：合川区就业和人才中
心创业服务科023—42757545

就业“服”务

十四、用工保障服务
（一）服务方式
1.网上：①用人单位可免费注册登

录 重 庆 市 公 共 就 业 服 务 网（http://
ggfw.rlsbj.cq.gov.cn/cqjy/index.html）发
布用工信息；

②与合优人才网（https://rc.cqhc.
cn/）、汇 博 招 聘（https://www.huibo.
com/）等合作举办就业援助月、春风行
动、百日千万等网络招聘活动期间，免
费为用人单位提供信息发布、视频面
视等服务；

③定期在合川区政府公众信息网
（http://www.hc.gov.cn/）免费发布就
业岗位信息；

④适时向“成渝双城经济圈”毗邻
的广安市、遂宁市、南充市和“一区两
群”对口协同的秀山县推送合川区的
就业岗位信息。

2.掌上：①区人力资源市场每月
举办 2 场“就在合川 职等你来”直播
带岗招聘（直播进企业或企业进直
播间）；

②区大学生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每月20日举办产教融合“在合大学
生 职等您来”直播带岗招聘。

3.线下：①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
和周六定期免费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
举办现场招聘会；

②根据需求针对性开展进社区、
进园区、进校园的小型现场招聘会；

③每月在城区主要公交站台发布
1-2期就业岗位信息。

（二）服务电话
1. 区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

023-42744446 023-42757579
2.区大学生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中

心：023-42660952
重庆市合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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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区人力社保14项政策措施“助企纾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