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占批
武汉市财政局入川

武人社发 (2016) 31 号

关于印发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培训定点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新一轮就业创业政策精神，进一步

优化就业培训补贴与管理，实现以培训促进就业创业的目标. ~见

将《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实施细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者能力素质提高的

需要，进一步优化就业培训补贴资金管理，增强就业培训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全市就

业创业工作的意见> (武政规 [2015 J 15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

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实施细则所称的就业培训，是指由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以下简称市人社部门)认定的培训定点机构组

织开展的.面向城乡各类有培训愿望和培训需求的劳动者，以促

进就业创业为目的的技能培训 11 (含岗前技能培训 iJ) 和创业培训。

第三条享受就业培训补贴对象为:武汉市户籍或持有《武

汉市居住证》的法定劳动年龄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大学生(技能培训为毕业年度，即毕业当年 l 月 l 日

至 12 月 31 日:创业培训为毕业学年，即毕业前一年 7 月 l 日至

毕业当年的 6 月 30 日)、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贫困家庭子女(以下简称五类人员)。除用人单位(行业组织、

工业园区管委会，下同)需求式培训补贴和毕业学年大学生创业



培训补贴对象无户籍限制，其他就业培训补贴对象均须为武汉市

户籍或持有《武汉市居住证》的五类人员。

第四条技能培训补贴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创业培训补

贴每人只能享受一次。

已参加政府其他部门组织培训的劳动者重新参加就业培训

的，仍可享受就业培训补贴。

第二章培训定点机构认定与管理

第五条培训定点机构实行定点管理。各类大中专院校、职

业培训学校、技工学校以及其他由人社部门或教育部门颁发办学

许可证的社会培训机构，均可申报为我市培训定点机构。

第六条申报培训定点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取得人社部门或

教育部门颁发的职业培训资质或办学许可证;

(二)具备承担培训任务的必各场所。就业技能培训每个专

业理论课教室面积不得低于 200 平米，每个专业实习场所面积不
得低于 300 平米;创业培训场地面积不低于 500 平米。属租用场

所的，租用合同有效使用期不少于 2 年;

(三)具有满足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任务需要的师资力

量，本机构专职教师比例应不少于 60% ，兼职教师不超过 40% 。

就业技能培训每个专业(职业、工种)不少于 2 名具有大专以上

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理论教师和 2 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实习



指导老师;创业培训具有 2 名以上取得国家人社部颁发的创业培

训师资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

(四)开展就业培训工作不少于 2 年，年培训规模达 500人
以上，且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五)具备开展教学活动的设施设备和教材，培训场地安装

有远程监控设备;教学场地和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房屋安全

和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的有关规定。

(六)认定前 3 年内无重大违纪违规行为，通过年检、资质

审查合格，社会信誉、商业信誉良好。

第七条培训定点机构认定程序:

(一)培训机构向所在区人社部门提出申请，提交下列资

料:

1、《武汉市就业培训定点机构申请表> (见附件 1 ) ;

2、培训机构资质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趴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1 设置的培训项目及培训时间;

6、教师名单、教师资格证及聘书等相关证明复印件:

7、各项教学管理制度和教学大纲以及选用教材名称:

8、教学及实训场地自有或租约凭证;

9、《培训定点机构诚信办学承诺书> (见附件 2) 。

(二)区人社部门对培训机构进行实地核查，出具初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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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报市人社部门;

(三)市人社部门经综合评估打分审核，在"武汉公共招聘

网"公示 7 天无异议后，发文公布、授牌。同时报省人社部门备

案。

第八条培训定点机构实行属地管理和年检制度。市、区人

社部门定期对培训定点机构开展年度评估检查，对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培训定点机构，取消其定点资格，并向社会公布结果。

(一)未参加年检的;

(二)未开展申领就业培训补贴的培训 11 ;

(三)培训场地未安装有远程监控设备的;

(四)申领培训补贴人数抽查不实比例超过申报总人数 10%

的;

(五)有转让、租借培训定点机构资质行为的。

第三章培训申请与审核

第九条技能培训分为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和用人单位需求

式培训申请。

(一)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程序:凭本人《就业创业证》

(或《就业失业登记证} ，下同)向选择的培训定点机构所在区

人社部门提出培训申请，并填写《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

表} (见附件 3) ，经审核同意后，在培训定点机构报名缴费参加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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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湖北省就业促进条例》规定的八类就业困难人员的，

凭本人《就业创业证》向选择的培训定点机构所在区人社部门

提出培训申请，并填写《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经审

核同意，由个人与培训定点机构签订《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补

贴代为申领协议书》后(见附件的，可免交培训补贴标准内的

费用参加培训 11。

(二)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申请程序:用人单位新录用五类

人员需进行岗前技能培训的，凭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

构代码证向选择的培训定点机构所在区人社部门提出培训申请，

并填写《武汉市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见附件 5) ，经审

核同意后，报名缴费参加培训。

第十条创业培训分为个人申请和学校组织申请。

(一)个人申请程序:凭本人《就业创业证》向选择的培训

定点机构所在区人社部门提出培训申请，并填写《武汉市个人需

求式培训申请表} ，经审核同意，由个人与培训定点机构签订

《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后，可免费参加

培训。

(二)学校组织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毕业学年大学生申

请程序:由学校持学生《就业创业证》向选择的培训定点机构

所在区人社部门提出培训申请，并组织填写《武汉市个人需求式

培训申请表} ，经审核同意，由学生与培训定点机构签订《武汉

市个人需求式培训 11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后，可免费参加培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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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培训组织与管理

第十一条市人社部门负责制定全市年度就业培训工作计

划，分解下达年度培训任务，对全市就业培训工作进行组织指

导、师资培训和质量管理。负责培训定点机构的审核、认定和日

常监管以及培训补贴资金的抽查工作;区人社部门负责本辖区就

业培训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后续跟踪服务以及培训补贴资金

初审、上报工作。

第十二条培训定点机构于开班前 5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区人

社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武汉市就业培训开班申请确认表》

(见附件 6，一式三份)、《武汉市就业培训教学计划表> (见附

件 7，一式三份)、《武汉市就业培训学员花名册> (见附件 8，

一式三份)、《武汉市就业培训学员考勤表> (见附件 9，一式三

份)以及授课教师资格证、专业资格证书或聘用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区人社部门受理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

第十三条开班时，培训定点机构须将学员基本情况、开班

时间等相关信息录入"武汉市劳动就业信息系统" (hups: / /

59. 175. 236. 98) ，区人社部门根据培训定点机构信息录入情况进

行审核确认。

第十四条技能培训参照国家职业标准，结合市场需求，兼

顾学员特点和文化程度，科学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按照技

能培训教学方案和课程计划，组织和实施教学活动。技能培训时

-7-



间为 7 天一 3 个月，原则上每天不低于 6 个标准学时，实习操作

课程不少于总学时的 60% ，每班学员不得超过 50 人。

第十五条创业培训是为有一定创业能力和条件的劳动者提

供从事个体经营、开办小型微型企业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训。培

训方式采用互动式教学，由专职教师授课为主，辅以政策讲解、

经验介绍、现场考察等形式。培训课程不少于 60 个课时，以 10

天课程为一个周期，培训规模为每班不超过 30 人。

第十六条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实行结业考试考核制度。通

过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合格的，颁发全国统一的《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普通专业技能培训经应知应会考

核合格的，颁发由省、市人社部门统一印制的《培训合格证

书》。创业培训结束后，学员应完成《创业计划书》并通过答

辩，经考试合格，颁发全国统一的《创业培训合格证书》。

第十七条培训教学活动原则上应在本培训定点机构进行，

如遇特殊情况确需变更培训地点的，培训 11定点机构须在开课前 5

个工作日内报所在区人社部门同意后实施。

第五章培训补贴条件与标准

第十八条技能培训补贴条件和标准

(一)享受条件

1、个人需求式培训

五类人员在技能培训定点机构参加个人需求式培训，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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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合格证书》或国家规定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职业资

格证书> ，均可按规定享受技能培训补贴。

2、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

用人单位新录用五类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 6 个月以上期限

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签订之日起 6 个月内依托技能培训定点机

构开展岗前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继续展行劳动合同的，按规定

享受技能培训补贴。

(二)补贴标准

技能培训补贴标准为 400 元/人 -4000 元/人，具体补贴标准

按照《武汉市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表> (见附件 10) 执行。

个人需求式培训考试合格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6 个月

内实现就业的(在单位就业的，应签订有 6 个月以上期限劳动合

同;自主创业的，应出具营业执照;毕业年度大学生应提供与用

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等) ，按照就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100% 给

予补贴; 6 个月内没有实现就业，但取得初级以上(含初级)

《职业资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 80% 给予补贴;取得《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 60% 给予补贴;取得《培训

合格证书》的，按补贴标准的 50% 给予补贴。

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按不超过《武汉市就业技能培训 11补贴标

准表》的 50% 给予补贴。

《武汉市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表》未列出专业(职业、工

种)的补贴标准，由市人社部门、财政部门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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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就业困难人员培训期间生活补助标准

对参加技能培训且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在培训期间给

予每人每天 15 元的生活补助。

第二十条创业培训补贴标准

五类人员创业培训合格，未领取营业执照的补贴标准为 1000

元/人;已领取营业执照的补贴标准为 1500 元/人。

第六章培训补贴申请与审核

第二十一条技能培训补贴申请

(一)个人需求式培训补贴申请

符合条件的个人在培训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培训定点机构

所在区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资料:

l、《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

2、《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个人申报表) (见附件 11，一式三

份);

3、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4、《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5、《武汉市居住证》复印件;

6、《培训合格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职业资格

证书》复印件;

7、劳动合同、营业执照或就业协议复印件;

8、培训定点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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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区人社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其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并将

相关信息录入"武汉市劳动就业信息系统"，在"武汉公共招聘

网"公示 7 天后，出具《关于申请就业培训补贴资金的报告》

(见附件 12，一式三份) ，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市人社部门;市人

社部门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各区上报的培训补贴资料进行抽查，

在《个人需求式培训抽查确认汇总表》上(见附件 13，一式三

份)出具抽查意见;区人社部门根据市人社部门抽查意见，向区

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拨付申请函及相关资料:区财政部门根据资金

拨付申请函及相关资料，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补贴资金拨付

到个人银行账户。

(二)就业困难人员生活补助申请

符合条件的个人在培训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培训定点机构

所在区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资料:

l、《武汉市就业困难人员培训期间生活补助申请表> (见附

件 14，一式三份) ;

2、《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3、《武汉市居住证》复印件;

4、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区人社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对其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并将相

关信息录入"武汉市劳动就业信息系统"，在"武汉公共招聘

网"公示 7 天后，出具审核意见，向区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拨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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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函及相关资料;区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拨付申请函及相关资料，

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生活补助资金拨付到个人银行账户。

(三)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补贴申请

用人单位在培训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向培训定点机构所在区

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资料:

1、《武汉市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j

2、《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 (见附件 15，一式三

份)j

3、《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4、《培训合格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职业资格

证书》复印件;

5、劳动合同复印件;

6、用人单位为申请就业培训补贴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花

名册(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认盖章) j

7、培训定点机构开具的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

据)。

区人社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其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在

"武汉公共招聘网"公示 7 天后，出具《关于申请就业培训补贴

资金的报告> (一式三份) ，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市人社部门;市

人社部门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各区上报的培训补贴资料进行抽查，

在《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上出具抽查意见;区人

社部门根据市人社部门抽查意见，向区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拨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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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函及相关资料;区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拨付申请函及相关资料，

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补贴资金拨付到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

基本账户。

(四)培训定点机构培训补贴申请

培训定点机构在培训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所在区人社部门

提出申请，提供下列资料，并将相关信息录入"武汉市劳动就业

信息系统"。

l、《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

2、《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 (一式三份) ;

3、《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4、《武汉市居住证》复印件;

5、《培训合格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或《职业资格

证书》复印件;

6、劳动合同、营业执照或就业协议复印件;

7、申请就业培训补贴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

8、《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

区人社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其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在

"武汉公共招聘网"公示 7 天后，出具《关于申请就业培训补贴

资金的报告} (一式三份) ，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市人社部门;市

人社部门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各区上报的培训补贴资料进行抽查，

在《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上出具抽查意见;区人

社部门根据市人社部门抽查意见，向区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拨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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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函及相关资料;区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拨付申请函及相关资料，

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补贴资金拨付到培训定点机构在银行开

立的基本账户。

第二十二条创业培训补贴申请

培训定点机构在培训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所在区人社部门

提出申请，提供下列资料，并将相关信息录入"武汉市劳动就业

信息系统"。

l、《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 (一式三份) ;

2、《就业创业证》、《创业培训|合格证》、《创办企业计划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等相关资料;

3、毕业学年大学生学籍证明;

4、《武汉市居住证》复印件;

5、《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

6、《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

区人社部门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其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在

"武汉公共招聘网"公示 7 天后，出具《关于申请就业培训补贴

资金的报告> (一式三份) ，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市人社部门;市

人社部门在 15 个工作日内对各区上报的培训补贴资料进行抽查，

在《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上出具抽查意见;区人

社部门根据市人社部门抽查意见，向区财政部门报送资金拨付申

请函及相关资料;区财政部门根据资金拨付申请函及相关资料，

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应付补贴资金拨付到培训定点机构在银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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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基本账户。

第二十三条各区人社部门应对每班开班和申报补贴资料进

行妥善保管，保管期限不得少于 30 年。

第二十四条符合条件的个人、用人单位或培训定点机构逾

期未申请就业培训补贴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七章监督与检查

第二十五条市、区人社部门、财政部门在就业培训补贴工

作开展过程中应各负其贵、相互配合，做好日常监督和实地检

查，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补贴资金依法、依规、安全、有效的使

用。

(一)人社部门职责

l 、区人社部门对培训定点机构每班的实地核查不得少于 1

次，并做好《武汉市区就业培训现场检查确认表》

(见附件 16) 的记录和签字。日常监管采取远程视频监控的方式

进行，培训时间在 l 个月以内的，每班视频检查不得少于 2 次;

在 1 - 2 个月的，每班视频检查不得少于 4 次;在 2 - 3 个月的，

每班视频检查不得少于 6 次。每次视频截图不得少于 3 幅。做好

相应检查记录、签字和资料保管。发现有学员 l 次无故缺席的，

应取消该学员的申报补贴资格。

资料审核应查看是否按规定报送相关表格，检查表格栏目内

容;是否具备《就业创业证》、《武汉市居住证》、毕业学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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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籍证明，培训考核获得的《培训合格证书》、《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创业培训合格证》、《创办企业

计划书》等，劳动合同、营业执照或就业协议，缴纳社会保险费

凭证等相关资料，并查询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

电话核实应询问学员姓名，是否参加过就业培训，培训起止

时间、培训专业和地点，每天学习是否达到 6 个课时，理论和实

操课程各为多长时间。参加技能培训的应询问其培训后的就业状

况，已就业的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与谁签订的劳动

合同、合同期限多长，是否缴纳社会保险;参加创业培训的应询

问培训后是否创业，己创业的是否办理有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审核补贴资料和培训情况不实比例超过申报总数 5% 的，应

将其申报补贴资料全部退回，不再受理当期培训补贴申请。

2、市人社部门在资料和电话抽查中，不实比例超过申报总

数 5% 的，取消培训定点机构或用人单位当期培训补贴资格;不

实比例超过申报总数 10% 的，取消培训定点机构资格。 12 个月

内不再受理用人单位岗前培训补贴申请;对抽查不合格的个人，

12 个月内不再受理其就业培训补贴申请。

(二)财政部门职责

市、区财政部门负责就业培训补贴资金的筹集和补充，保障

资金正常运行，按人社部门审核后报送的资金拨付申请函及相关

资料，及时拨付补贴资金。就业培训补贴资金应接受财政部门的

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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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市、区人社部门、财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就业培

训补贴工作中滥用职权、衔私舞弊、谋取私利而参与骗取补贴资

金的，或因审核(抽查)不严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将由上级

人社部门、财政部门责令整改，并由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予以当

事人党纪政纪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第二十七条培训定点机构应严格遵守人社部门对培训课

时、培训内容、培训教材、师资条件、培训考核等方面的规定。

每次开班前，须将本次开班的培训专业时间、收费补贴标准及举

报电话等内容，在醒目位置公示。同时，应加强学员管理，确保

培训质量，主动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密切联系，做好参训人员的就

业推荐及后续跟踪服务工作，帮助其实现就业创业。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八条本实施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有规定与本

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第二十九条本实施细则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

释。

附件: 1、《武汉市就业培训定点机构申请表》

2、《培训定点机构诚信办学承诺书》

3、《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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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

5、《武汉市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6、《武汉市就业培训开班申请确认表》

7、《武汉市就业培训教学计划表》

8、《武汉市就业培训学员花名册》

9、《武汉市就业培训学员考勤表》

10、《武汉市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表》

11、《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个人申报表》

12、《关于申请就业培训补贴资金的报告》

13、《个人需求式培训抽查确认汇总表》

14、《武汉市就业困难人员培训期间生活补助申请表》

15、《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

16、《武汉市区就业培训现场检查确认表》



附件 1

武汉市就业培训定点机构申请表

申请单位(印章)

申请项目:

负责人:

申请单位地址:

申请日期:

注:申请项目为技能培训定点机构或者创业培训定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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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资质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银行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 编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注:法人资格相关证件和申报单位相应办学资质的批准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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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机构人员情况

工作人员共 人

专职工作人员 兼职工作人员

人 占% 人 占%

专职管理人员 专职教师 兼职管理人员 兼职教师

人 人 人 人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职务
专
职
管 2
理 3
人
员 4
名 5
单

6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授课专业

专职/兼职
/教龄 (工种)

1

2

专 3
兼
职 4

教 5
师
名 6

单 7

8

9

10

注:1、专兼职工作人员名单可另附页 2、师资证明材料附后(每专业至少提供二名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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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培训项目或专业(工种)

培训项目或专业(工种)名称

6

2 7

自身特色培训项目或
专业(工种)

3 8

4 9

5 10

6

2 7

申请开展培训项目或
3 8

专业(工种)

4 9

5 10

注:申请开展培训|项目或专业(工种)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培训教材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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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 有/无 其它管理制度 有/无

教学制度

学员管理制度

学籍管理制度

就业服务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印章管理制度

注:1、如有补充，请在"其它管理制度"栏填写 2、培训机构已建立的所有管理制
度复印件附后

五、培训 11 (实操)场所情况

理论教室面积

理论培训

教室总容量
培训场地占

地面积
实习场所面积

实操培训

实习工位总容量

是否设有
交通是否便利

公示栏

配套设施
是否存在通风照明

条件 消防隐患

注:场地证明材料复印件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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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仪器设备

序号 仪器设备 数量 自有(租用) 各注

2

3

4

5

6

7

8

9

10

注: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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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区就业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章:

区人社局意见

(单位盖章)

八、市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部门负责人签字:

市人社局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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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培训定点机构诚信办学承诺书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我单位为培训机构在实施就业培训期间，

郑重承诺:

l、依法办学、规范办学、诚信办学，自觉按照国家有关就

业培训法律法规及各项工作要求，接受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门的指导管理及检查评估。

2、依法制作和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

真实、准确，符合《办学许可证》规定的业务范围。招生简章

和广告发布前，向本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发布的招

生简章和广告，与备案材料一致。

3、在招生场所明显位置公布《办学许可证》正本、学员

(教师)守则、收费标准、政府补贴标准和监督电话。遵照有关

法律法规，建立和实行相应的财务、会计制度。收费项目和收费

标准依法报审批机关和物价部门备案，并予以公告。在招生时，

按照已备案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取培训费用，向学员告之政

府培训补贴标准和办法。

4、严格依照申办《办学许可证》时批准的场地、师资、设

备等办学条件开展培训 11。提供的办学场地、设施设备等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具有相应的安全、消防、卫生等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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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的项目范围开展

培训，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布的职业标准、培训文

件，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授课计划和教学内容及时备案，保障培

训质量。

6、绝不采取虚报人数、同一班次重复申报、缩短培训时间

等手段套取政府培训补贴，确保培训真实。

7、做好教师管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聘用符合

有关规定的教师任教，按规定签订聘用协议。加强对所聘教师的

管理，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8、保障学员的合法权益，做好学员的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

等工作，为学员提供真诚、耐心、细致、高效的服务。通过多种

渠道加强与学员的沟通，了解学员对培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

时采纳学员的正确意见和建议。

我单位对提供的各项材料和公布的各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并自觉接受社会的监督。若有违反本承诺书的行为，愿依法接受

有关部门的处理，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

法人代表(签名) :

年月日

27 一



附件 3

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学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年龄

就业失业登记

证号码

联系电话

人员类别

拟选择的

培训机构名称

技能培训

培训专业 (工种)

创业培训

户籍所在地

经办人签字:

区人社局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告知事项
学员:

欢迎你参加武汉市就业培训。现将有关就业培训方面的政策告知如下:

l、开展就业培训是党和政府为帮助成镇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
毕业年度(或毕业学年)大学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贫困家庭

子女提高就业创业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一项重妾措施。国家对就业困难人员参加技

能培训期间给予生活费补助。

2 、如采法也 11机构为就业困难人员减免补贴标准内的培训|费用且签订了代为申请
协议书的，培训|结业后当地财政部门会将应享受的培训|补贴拔付到培训机构账户。

3、为了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便于对就业培训工作进行管理，请你如实填
写《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申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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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武汉市个人需求式培训补贴代为申领协议书

委托人姓名:

地址:

培训起止时间:自

性别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月日至年月日

受委托培训机构名称:法人代表

地址:开户行收款人全称

开户银行及行号银行账号

联系电话:资质证书

委托事项:

本人自愿申请到你培训机构参加就业培训，培训专业

为，目前培训结业并已取得《培训

合格证书> (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创

业培训合格证> )，现委托你机构代为申领培训补贴资金，补贴

金额为兀。

委托人: 受委托培训机构(印章)

单位负责人:

年月日

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委托人、受委托培训机构、区人

社部门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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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武汉市用人单位需求式培训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单位性质 联系电话

单位所在地
拟选择的
培训|机构

申请培训专业 拟培训人数

可享受
培训起止时间

自 年月 日

补贴标准 至 年月 日

选择委培意向

经办人签字:

区人社局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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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武汉市就业培训开班申请确认表

培训机构名称(盖章) : 中报时间: 年月日

机构法人代表 机构经办人
电话

(签字) (签字)

培训专业 培训时间 年月 日至 年月 日

授课老师姓名 2、 3、 4、 5、

培训人数

经办人签字:

区人社局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注:此表一式两份，开班前 5 个工作日内报送区人社局，区人社局 5 个工作日内予
以确认并告知培训|机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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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武汉市就业培训教学计划表

培训|机构: 培训专业: 培训l时间:年月日

上课地点 教师姓名
教材名称

时间 课别 课时
及出版单位

此表由培训定点机构在开班前 5 个工作日内填写并报所在区人社局。
填表人:学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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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武汉市就业培训学员花名册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w
w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年龄 个人身份证号
{就业创业证}

培训专业
培训开始 培训截止 是否就业 就业去向或

编号 时间 时间 (创业) 创办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此在由培训定点机构在开 JiI前 5 个工作日内填写并报所在区人社局。
填表人: 学校自责人.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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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武汉市就业培训学员专勤表
培训机构名称: 培训专业: 培训时间: 年月

序 出勤情况 本人
号

姓名
签字2 3 4 5 7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备注: 1、正常 :Y矿课: x 事假、病假: 0 2、事假、病假的需提供事假条或病假条

此~由培训|定点机构在开班前5 个工作日内填写并报所在巨人社局。
班主任:考勤员: 学校负责人:



附件 10

武汉市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表

类别
专业 培训 补贴
(工种) 时间 标准

GMDSS操作员、半自动电脑横机、叉车操作工、车工、
船舶电焊、船舶管系工、船舶装配、船体建造、电工、
电工电子、电工仪器仪表装配工、电焊工、电焊条制造
工、氢弧焊、电子计算机调试工、电子计算机维修工、
电子设备装接工、电子仪器仪表装调工、调酒师、工程
机械修理、贵金属首饰手工制作工、海船三副、海船三 3 个月 4000 元

管轮、海上乘务员、机电装配工、机械操作工、机械加
工技术、机修钳工、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家用电器产
品维修工、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加工中心操作工、金
属轧制工、模具钳工、模具设计与制造、内河船员驾驶

A 类
岗位培训、平版印刷工、汽车技术应用、汽车驾驶员、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汽车维修电工、汽车维修工、汽
车修理与驾驶、汽车制造维修、汽车钗焊、汽车钗金、
软件开发工程师、商务英语、食品检验工、数控车工、
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数控技术、数控统工、水手、天
车工、涂装工、推土机操作工、拖拉机维修、挖掘机操
作工、挖掘机维修、西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统工、 2 个月 3200 元
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值班机工、制冷工、智能楼宇管
理师、中式面点师、中式烹调师、装配钳工、锥工、电
线电缆制造工、军用飞机分解装配调试工、军用飞机环
控系统修理工、影视动画制作师、动画绘制员、电力线
路工、线务员

半自动机架、保健按摩师、宝石琢磨工、宝玉石检验
员、玻璃熔化工、播音主持、布料折景机挡车工、材料 2 个月 2800 元
成分检验工、插秧机操作员、厂内机动车辆驾驶、城市

B 类 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冲压工、船舶计算机、大洋 ME
非线性编辑、电切削工、电子技术、电子商务师、电子
维修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防水工、纺织针织染色 l 个月 2000 元
工、非自航船舶船员、服装裁剪工、服装缝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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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专业 培训 补贴
{工种) 时间 标准

服装设计与制作、钢筋工、港口装卸工、管道工、光缆
线路工程、广告传媒设计师、广告设计师、广告艺术设
计、贵金属首饰检验员、烘培工、护理人员、化学合成
制药工、化妆师、话务员、黄金分析师、会计电算化、
会计人员、混凝土泵工、混凝土工、混凝土搅拌机械操
作工、机电技术及应用、机电一体化、机工加油岗位、
机械设计制造、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辅助设计、制图
员、计算机基础及应用、计算机配置与组装、计算机软
件、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计算机维修工、计算机文字

2 个月 2800 元录入处理员、 AUTOCAD 、PHOTOSHOP 、办公软件应
用、动画设计、动浸绘制员、网络编辑员、网页制作、
装饰设计、计算机装配调试员、计算机组装与维修、架
子工、鉴定估价师、建筑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师、酒店
管理、局域网管理信息安全、咖啡师、旅游服务与管
理、美发师、美甲师、美容师、美体师、秘书、模具制
造技术、木工、内河船员轮机岗位、泥工、农机具修理
工、平面设计师、普通话、起重工、起重机安装工、砌
筑工、汽车电工、汽车空调、汽车美容与装饰、汽车评

B 类 估、汽车油漆、汽车装配工、汽车生产线操作调整工、
汽车检测员、铅酸蓄电池制造工、摄影师、食品加工
工、室内装饰设计、视频编辑、首饰设计师、兽医化验
员、蔬菜种植、数控机床操作工、数控技术及应用、水
产养殖人员、水电自动装置检修工、塑料制品成型制作
工、塑料注塑工、通风工、通信设备的测试与维护、图
文设计、拖拉机驾驶员、瓦工、网络管理员、微机安装
与维修、无线电装接工、无线网络覆盖工程实践、无线
网络规划与优化、细纱挡车工、乡村保健护士、乡村保
健医士、形象设计师、压路机操作工、养老护理员、窑 l 个月 2000 元
炉工、应用程序设计编制、营养配餐员、影视节目制
作、油漆工、育婴师、造型师、轧钢工、制冷设备维修
工、制图员、中小型施工机械操作工、装饰美工、装饰
装修工、装载机操作工、足部按摩师、组合机床操作
工、钻石检验员、饭金工、铁路通信工、铁路信号工、
车站值班员、油气管道保护工、建材化学分析工、电炉
炼钢工、煤气变压吸附制氢工、聚乙烯生产工、通讯设
备检验员、变电站值班员、垃圾处理工、电梯安装维修
工、装饰镶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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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专业 培训 补贴

(工种) 时间 标准

安全防范系统安装维护员、安全工程技术人员、保安
员、保洁员、保育员、报关员、材料物理性能检验工、
餐厅服务员、插花员、茶叶加工制作工、茶艺师、厂内
管理培训|、乘务员、出版物发行员、电子装配工、动物 1 个月 1600 元
检疫检验员、动物疫病防治、纺织纤维检验工、工程测
量员、工艺编结工、供水供应工、公共营养师、公关
员、汉绣、化学检验工、家畜饲养工、家政服务员、加
油站操作工、交通运输管理、酒店服务、客房服务员、
劳动保障协理员、理财规划师、联合收割机驾驶员、旅
游、绿化工、煤气表装修工、面纸石膏板生产工、民航
安全检查员、内河客船船员特殊培训、内河散装液体货

C 类
船船员特殊培训 11 、内河载运包装危险货物船舶船员特殊 16 至

1200 元
培训、农艺工、农作物植保员、普通话水平测试、其他 29 天
墙体屋面材料生产人员、其他社会服务和居民生活服务
人员、汽车加气站操作工、汽车营销、前厅服务员、燃
气调压工、燃气管道工、燃气户内检修工、燃气具修理
工、燃气输送工、人力资源管理师、肉制品加工、商务
策划、社会工作、社区工作、市场营销、收银员、水产
品脆熏烤制工、水质净化工、丝网花制作、推销员、物
流员、物业管理员、销售员、心理咨询师、修脚师、医 7 至
药商品购销员、营销师、营业员、园林园艺、沼气生产 15 天

400 元

工、织补师、职业指导员、珠宝首饰营业员、篆刻、光
伏发电设备安装、自动扶梯安装、家畜饲养工、家禽饲
养工、动物苗种繁育工、中药购销员

注:未列入专业可参照上述相近专业标准执行，以"武汉市劳动就业信息系统"设
立的专业类别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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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个人申报表

姓名 |性别| 电话

身份证号
培训合

格证号

开户行收款人全称

开户银行及行号 银行账号

培训专业
培 训 自 年月 日

起止时间 至 年月 日

城镇登记 农村转移就业
大学生

应届初高中
贫困家庭子女

培训人员 失业人员 劳动者 毕业生

类别

是否就业 口是口否| 就业去向

个人申请 申请金额: 7G 本人确认签字:

区就业部门审核意见 区人社局审核意见

申报人数| 核定人数| |核定金额|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注:请在"培训人员类别"栏目打"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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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关于申请就业培训补贴资金的报告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区培训定点机构从一一一一一年

月一一日至一一一一一年月日，开展了一一一一期

一一一一人专业培训。

经网上开班确认、过程监督、结业验收及公示等相关程序，

确定人可享受就业培训补贴。按照相关文件确定的

补贴标准，拟申请培训补贴资金万元。

请予批复。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一一一一年-一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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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个人需求式培训抽查确认汇总表

抽查时间:年月日 单位:人、万元

申报区 申报时间

申报总人数 申报总金额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培训专业
培训起止

银行账号
申报补贴 确定补贴

时间 金额 金额

合计

确认人数 确定金额

经办人签字:

市劳动就业

管理局 分管领导签字:

抽查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确认人数 确定金额

市人社局 负责人签章:
意见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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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武汉市就业困难人员培训期间生活补助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电话

身份证号
培训合
格证号

开户行收款人全称

开户银行及行号 银行账号

培训专业
培 切11 自 年月 日

起止时间 至 年月 日

属下列哪一类就业困难人员，请在口内打飞/
1. 女性年满四十周岁或者男性年满五十周岁的失业人员口
2. 连续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口
3. 失地农民口
4.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或者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口
5. 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成员口
6. 毕业一年以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口
7. 残疾人口
8. 各级社会福利机构供的成年孤儿和社会成年孤儿口

个人申请 申请金额: y巳 本人确认签字:

区就业部门审核意见 区人社局审核意见

申报金额| 核定人数| |核定金额|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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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武汉市就业培训补贴单位申报表

申报单位名称 申报日期

开户行收款人全称

开户银行及行号 |银行账号

法人或 姓名 经办 姓名

负责人 电话 人员 电话

培训人员 城镇登记 农村转移就业
大学生

应届初高中 贫困家庭

类别 失业人员 劳动者 毕业生 子女

人数

班级 培训 专业 培训开始 培训结束 申报
就业

申报补贴
(创业)

编号 专业 类别 时间 时间 人数 金额(元)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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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数: 人

实现就业(创业)人数: 人

单位申报
申报金额: 7巳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区就业部门审核意见 区人社局审核意见

|申报金额| 核定人数| |核定金额|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抽查意见 市人社局意见

确认人数| |确定金额| 确认人数| |确定金额|

经办人签字:

分管领导签字: 负责人签章:

负责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注"班级编号"为"武汉市劳动就业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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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武汉市区就业培训现场检查确认表

培训机构名称: 培训专业: 班级编号:

才由 查
学员姓名

(==.) (四) (五)

培训机构负
区人社局

现场授课
工作人员检查日期 实际人数

教师签字 责人签字
意见并签字

培训现场

检查情况

注.工作人员现场检查时电对 j照就业培训 l学员花名册逐一核实，现场在者才打 T "V
不在者打.. x..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1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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