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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性创业补贴

3.登记失业人员

2.技工院校5年内的毕业生

1.大中专院校5年内的毕业生 补贴标准1万元。
通过青岛就业网、青
岛人社APP网上申请或
到青岛行政区域内任
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现场申请，提交身份
证、毕业证。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4.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5.创业后6个月内与原单位解聘人员

在青岛行政区域内创
办个体工商户、企业
等各类创业实体，取
得营业执照等有效资
质，按规定办理就业
登记并缴纳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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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性创业补贴

（一）补贴范围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法定劳动年龄内的下列6类人员：

1.登记失业人员：指本市户籍城乡登记失业人员（含灵活就业登记的失业人员），以及在本
市用人单位连续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并进行在失业登记的非本市户籍常住人员。
2.大中专毕业生：指毕业5年内大中专毕业生、毕业年度在校生、休学创业大学生，含服务

基层项目大学生、留学回国及台港澳高校毕业生。毕业年度指毕业所在自然年，即1.1-12.31。
3.技工院校毕业生：指取得高级工、预备技师职业资格的毕业5年内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

院全日制毕业生，以及取得高级工、预备技师职业资格的毕业年度在校生。
4.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指本市户籍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以及扶贫协作地区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5.解聘备案人员：指本市户籍创办创业实体前符合失业登记条件的解聘备案人员。
6.在职创业人员：指在本市用人单位连续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且创办创业实

体后6个月内与原单位办理解聘备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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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性创业补贴

（二）补贴条件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主要有3个条件：

1.有效资质：2011年10月1日以后，在青岛行政区域内创办各类创业实体，取得营业执照等
有效资质。其中，普通高校休学创业大学生，应办理休学手续。
2.社会保险：申请补贴时在创业实体或其非法人分支机构办理就业登记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

保险6个月及以上（补缴社会保险费不超过3个月）。其中，创办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事务所、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创业实体的，须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创业者，须创办创业实体后在我市以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及以上
。
3.创业者申请：申领人员须为创业实体的法定代表人或个体工商户负责人。

其他注意事项：
1.一次性问题。同一个创业实体（以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准）或同一个创业者只能享受一次。
2.休学创业大学生社会保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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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次性创业补贴

（三）补贴标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主要有2个标准：

1.2011年10月1日—2015年6月22日期间创办创业实体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为5000元；

2.2015年6月23日及以后创办创业实体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为1万元。

（四）补贴申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者通过青岛就业网、青岛人社APP网上申请或到青岛行政区域内任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现场申请，提交：1.申请人身份证原件。2.大中专毕业生、技工院校毕业生应提供毕业证书原件；
普通高校休学创业大学生应提供休学相关材料。

注册地街道（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初审，区（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确
认，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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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次性小微企业创业补贴

法定劳动年龄内
各类人员创办的小微企业

补贴标准1.2万元。除
创业者本人外至少吸
纳1人就业的，提高到
2万元。
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
或到青岛行政区域内
任一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现场申请。

最高2万元补贴

2013年10月1日及以后取
得营业执照等有效资质，
申领补贴时小微企业注册
登记满1年，法定代表人
在该企业或其非法人分支
机构办理就业登记并缴纳
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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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次性小微企业创业补贴

（一）补贴范围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法定劳动年龄内各类人员创办的小微企业。

（二）补贴条件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主要有3个条件：

1.时间及资质：2013年10月1日及以后，在青岛行政区域内创办小微企业，取得营业执照等有
效资质。
2.经营时间及社会保险：小微企业须注册登记满1年，申领补贴时法定代表人在该企业或其非

法人分支机构办理就业登记并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3.变更法人情形：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方式创办的小微企业，变更后经营时间须符合以上规定。

注意：同一个创业实体或同一个创业者只能享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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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次性小微企业创业补贴

（三）补贴标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主要有2个标准：
小微企业创业补贴标准统一为1.2万元。
除创业者本人外，申领补贴时至少1名职工在该企业缴纳社保的，提高到2万元。

（四）补贴申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或到青岛行政区域内任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现场申请。
注册地街道（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初审，区（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
责确认，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小微企业在银行开
立的基本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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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一次性小微企业
创业补贴申领条件人员创办的创业实体

按照每个岗位2000元的标准给予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创业实体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或
到青岛行政区域内任一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现场申请。招用登记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技工

院校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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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一）补贴范围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或一次性小微企业创业补贴申领条件人员创办的创业实体。

（二）补贴条件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主要有2个条件：

1.岗位开发：创业实体招用登记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技工院校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4类人员，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创业实体在青岛行政区域内下
设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招用人员可合并计算。招用人员不含创业者本人。
2.在职在岗：申领补贴时，招用人员须劳动合同正常履行、社会保险正常缴纳即可。

注意：同一个创业实体或同一个创业者只能享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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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三）补贴标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根据申领补贴时招用符合条件人员的岗位数量，按每个岗位2000元标准给予一次性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四）补贴申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实体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或到青岛行政区域内任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现场申请。其中，
招用人员属于大中专毕业生、技工院校毕业生的，须提供毕业证书原件。

注册地街道（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初审，区（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确
认，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后，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创业实体属于个体工商户的，拨付至创业者银行账户；属于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事务所等创业实体的，拨付至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四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我市用人单位

申领以及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

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社保补贴
可申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
工伤五项社会保险补贴
（目前社会保险补贴每人每月约870元）

岗位补贴

每人每月200元

补贴期限

3年，距退休不足5年的可延至退休

青岛市就业创业政策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
劳务派遣机构） 办理就业登记，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社

会保险，申领补贴时社会保险正常缴纳。

申领招用人员

用人单位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
每次可申领前12个月的补贴。

补贴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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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一）补贴范围及条件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青岛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同时符合
下列条件：

1.招用人员。招用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以及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
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包括用
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负责人。招用原本单位职工的，解聘备案时间应6个月及以
上。

2.在职在岗。申领补贴时，招用人员社会保险应正常缴纳。对欠缴社会保险的月份，不给予当月
的补贴，补贴期限给予顺延。对申领补贴时招用人员已退休或离职，该招用人员已享受补贴但未享受
期满且申领补贴的月份社会保险正常缴纳的，可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3.其他。用人单位办理就业登记后，在劳动合同存续期内补缴社会保险费且不超过3个月的，可申
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其余补缴月份不享受补贴。对2014年及以后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
业生的小微企业，符合补贴条件但未在毕业年度内申报补贴，且招用人员仍在该小微企业就业的，自
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可补报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补贴金额按照用工月份时的补贴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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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二）补贴标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1.社会保险补贴标准。2019年1月1日起，以上年度我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60%为基数，按照用人单位实际缴费比例，给予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项社会保险补
贴（不包括个人应缴纳部分）。（根据最新省公布的社平工资65383，测算社保补贴约为910元）
2.岗位补贴标准。每人每月200元。

（三）补贴期限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为3年，其
中，初次申领时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内（含5年）的，可延长至退休；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为1年。

同一劳动者被多个用人单位（含家庭服务机构）招用的，补贴期限累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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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四）申领程序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用人单位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其中，招用人员属于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的，须提交毕业证书

原件。
注册地街道（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初审，区（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确认

，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后，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五）注意事项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用人单位申领补贴时，每次最多可申领前12个月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不含申领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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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经本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的就业
困难人员和离校1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

保险费的2/3给予补贴，每人每月
最高不超过500元。
申请人通过青岛就业网、青岛人社
APP网上申请或到青岛行政区域内
任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现场申请。

在青岛行政区域内从事灵活性就业并按规
定进行灵活就业登记，以灵活就业人员身
份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四 技术技能提升补贴

申领
在青岛缴纳失业保险的法定
劳动年龄内在职职工。 高级（三级）2000元

初级（五级）1000
元

中级（四级）1500元

青岛市就业创业政策

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
月及以上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证书列入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2019年至2020年，将58项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纳
入补贴范围。

企业职工须自证书批准日
期12个月内申请补贴

申请人通过青岛就业网申请，系统
审核通过的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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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技术技能提升补贴

（一）补贴范围及条件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在青岛缴纳失业保险，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定劳动年龄内企业在职职工：
1.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及以上。
2.企业职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应列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或职业

技能等级目录内。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将58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准
入类35项、水平评价类23项）纳入补贴范围。
3.企业职工须自证书批准日期（证书上的“发证日期”）12个月内申请技术技能提升补贴。
其中，2018年1月1日及以后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本通知下发之前证书已超过

12个月的，可在2019年底前申领技术技能提升补贴。

（二）补贴标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1.按照高级（三级）、中级（四级）、初级（五级）分别为2000元、1500元、1000元。
2.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不分级别的补贴标准为2000元；
3.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分两个级别的补贴标准按级别高低分别为2000元、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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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

技术技能提升补贴

（三）补贴申领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人通过青岛就业网全程网上申请。
1.系统审核通过的，由区（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2.系统无法核实的，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市人事考试中心对证书进行审验，审验无误的予

以发放补贴。
3.经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市人事考试中心审验仍无法核实的，申请人可持证书原件拍照并上

传青岛就业网，由申请人参保地区（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确认，按规定发放补贴。

（四）注意事项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享受一次技术技能提升补贴，且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新型学徒
制培训补贴、企业在岗培训补贴（含金蓝领培训）、失业保险基金列支的培训补贴等不重复发放。

同一职业（工种）享受高级别证书补贴的不再享受低级别证书补贴。



青岛市就业创业创业政策

十一 其他有关规定

（一）有关界定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登记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技工院校毕业生、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参照该课件一次性创
业补贴部分。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指派遣期内本市户籍城镇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农村零转移就业贫

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持有《残疾人证》的高校毕业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高校毕业生。
·小微企业。小微企业认定通过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山东省市场监管局推送的小微企

业名录查询,对名录内查询不到的,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小微企业名录库查验比对,对查询结果存
在的企业,由经办机构截屏留痕并纳入小微企业名录。小微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指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等有效资质，且持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

行政审批服务部门颁发、处于有效期内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机构。
·劳务派遣机构。指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等有效资质，且持有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行政

审批服务部门颁发、处于有效期内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的机构。
·法定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



青岛高新区国际人才服务中心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