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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等四部门印发 《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
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

问：请介绍《通知》出台的主
要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
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的重
要保障， 必须抓紧抓实抓好。
2022 届高校毕业生超过 1000 万
人，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工作事关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
社会稳定、民生福祉，党中央、国
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近期国务院
连续召开全国稳就业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 就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促
进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拓展
基层就业空间”、“社区专职工作
岗位出现空缺要求要优先招用
或拿出一定数量专门招用高校
毕业生”。

高校毕业生是城乡社区工
作者和城乡社区服务人才的重
要来源，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
社区就业是提高城乡社区工作
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 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民
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通知》，细
化实化做好 2022 年高校毕业生
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总体要
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拓
展城乡社区就业空间，引导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创业提供了政策指南。

问：请问《通知》对引导高校
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提出了
哪些措施？

《通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扩大就业与服务发展相
结合、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
合、 政策支持与优化服务相结
合，多措并举引导高校毕业生到
城乡社区就业，主要包括 5 个方
面的任务：一是加强社区工作者
队伍建设招录一批。 要求各地
在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制订社区
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
原则上 2022 年所有新招聘岗
位全部向高校毕业生开放，鼓
励拿出较多数量岗位专门招聘
高校毕业生。 二是发展城乡社
区服务业吸纳一批。 要求支持
在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
物业、 健康等服务的机构加快
发展， 增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能力， 对符合条件的机构按
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
三是开发就业见习岗位募集一
批。要求组织提供社区服务的机
构参与“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
计划”， 指导城乡社区组织因需
设立就业见习岗位，并纳入本地
区见习单位目录和见习岗位清
单，按规定落实就业见习补贴和
激励推动政策。四是创新工作联
动机制带动一批。要求培育壮大

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积极引
导高校毕业生到乡镇（街道）社
会工作站开展服务；鼓励教育发
展基金会、高校教育基金会设立
社区创新专项基金，支持高校毕
业生组建社区创新团队。五是加
强高校毕业生教育引导储备一
批。要求设立一批城乡社区实习
实践基地，组织在校大学生到城
乡社区开展实习实践、 志愿服
务、社会公益等活动，引导在校
大学生了解城乡社区居民需求
和工作实际，激发高校毕业生到
城乡社区就业创业的热情。

问：请问《通知》就建立高校
毕业生扎根基层、 服务基层、奉
献基层的长效机制提出了哪些
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勉励青
年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建功立业，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
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城乡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广大青年
群众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接受
历练、 增长才干的重要平台，为
建立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就业创
业长效机制，《通知》提出了以下
三个方面举措：一是锚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城乡
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的
“每万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

作者 18 人”的发展目标，鼓励各
地结合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新冠
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等因素要求
调整完善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规划， 及时补充社区工作力量。
二是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
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引导
高校毕业生扎根基层。 三是加强
对在城乡社区就业高校毕业生
的培训，增强其服务群众的工作
本领， 提升其专业技术能力，帮
助其尽快完成角色转换，做好投
身城乡社区一线砥砺磨练、增长
才干的职业准备。

问：请问《通知》就发展城乡
社区服务业、增加高校毕业生就
业岗位提出了哪些优惠政策？

发展社区服务业对于吸纳
劳动力就业、改善经济微循环具
有积极作用。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
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到“十
四五”期末，社区服务业态更加
丰富、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的
目标。 为支持提供社区服务的机
构发展和吸纳就业，《通知》提出
了三个方面优惠政策：一是对提
供社区服务的机构中的小微企
业，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与之签订 1 年以上
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
生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中小微企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二是对高校毕业
生在城乡社区服务领域创业的，
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一次性创
业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等政策。
三是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为相关

提供社区服务的机构给予必要
的场地支持。

问：做好 2022 年高校毕业生
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应从哪些
方面加强组织保障，民政部门有
什么工作打算？

《通知》从四个方面提出了
加强组织保障的工作要求：一是
强化组织保障。 要求将进一步引
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
区就业纳入当地就业、人才和城
乡社区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建立
部门各司其职、协同推进的工作
机制。 统筹安排使用好就业创
业、人才发展、城乡社区治理和
服务等各方面资金，支持高校毕
业生到社区就业创业。 二是明确
部门职责。 分别明确了民政、教
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财政部
门在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
区就业的具体职责。 三是加强宣
传引导。 要求通过“最美城乡社
区工作者”、“最美基层高校毕业
生”等宣传品牌，大力选树宣传
扎根城乡社区、干事创业的优秀
高校毕业生典型，按照有关规定
对到城乡社区服务的优秀高校
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营造将个
人成长成才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的鲜明导向。 四是推动工作落
实。 明确对推动力度较大省份，
视情在有关试点示范项目中予
以倾斜。

民政部门作为牵头城乡社
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
职能部门，下一步将结合社区工
作者队伍建设、城乡社区服务体
系建设、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
建设、 社会组织培育管理等工
作，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城乡
社区就业。 （据民政部官网）

深耕城乡社区这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热土
———民政部负责人就《关于做好 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答记者问

《通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扩大就业与服务发展相
结合、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
合、 政策支持与优化服务相结
合，多渠道吸纳高校毕业生到城
乡社区就业创业，为提高城乡社
区治理和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
平、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通知》提出，从加强社区工

作者队伍、 发展城乡社区服务
业、创新工作联动机制、开发就
业见习岗位、加强高校毕业生教
育引导等 5 个方面，拓宽高校毕
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渠道。
要将 2022 年新招聘岗位全部向
高校毕业生开放，鼓励拿出较多
数量岗位专门招聘有志热心服
务群众的高校毕业生。 要支持在
社区提供养老、 托育、 家政、物
业、 健康等服务的机构加快发

展， 增强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能力。
要指导城乡社区组
织因需设立就业见
习岗位， 并纳入本
地区见习单位目录
和见习岗位清单。 要培育壮大社
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鼓励教育
发展基金会、高校教育基金会设
立社区创新专项基金。 要强化对
在校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和

思想教育，引导高校毕业生将个
人价值实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树立科学的就业观和成才观。

《通知》强调，要建立部门各
司其职、 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强化组织保障、 明确部门职责、
加强宣传引导， 推动 2022 年高
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
落地落实。

（据民政部官网）

近日，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 2022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明确做好 2022年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为拓展城乡社区就业空间，引导 2022届高校毕业生到城乡
社区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指南。

近日，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22年
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民政部负责

人就《通知》制定印发和贯彻落实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