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市鼓励省外高校毕业生到昆就业创业
补贴政策申报指南（试行）

为贯彻落实《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室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鼓励省外高校毕业生到昆明就业创业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昆办通〔2020〕12 号）精神，做好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申报工作，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申领

（一）补贴对象:省外高校应届毕业生（含教育部认证

的留学回国人员）。

(二) 补贴条件：在昆就业创业。

（三）补贴标准：对符合申领补贴范围和条件的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给予一次性的租房补贴。

标准为博士研究生学历 8000 元、硕士研究生学历 5000 元、

双一流高校本科学历 3000 元，普通高校本科学历 2000 元。

（四）所需材料:1.《在昆就业创业省外高校毕业生租

房补贴申请表》（附件 1）原件１份。2.租房合同（创业的

提交工商年审合格的营业执照及场租合同）原件和复印件各

1 份。3.劳动合同（期限不低于 1 年并经人社部门备案）原

件１份。4.最近 1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原件１份。5.本人



的毕业证（国外毕业院校须经教育部学历认证）、身份证原

件和复印件各 1 份。

（五）办理程序:1.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由用人单位向工

商注册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在省级、市级工商部门注册的

企业向市人社部门申请）。2.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进行材料

审定。3.市级人社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

4.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向申报人发放租房补贴。

（六）申报时间：每年 3 月 1 日－４月 30 日，受理上

年度 7-12 月租房补贴；每年 9 月 1 日－10 月 20 日受理当年

1-6 月租房补贴。

二、创业贴息贷款申报

（一）贴息对象：在昆明创业的高校毕业生。

（二）贴息条件：申请人创业贷款时应同时具备以下条

件：1.未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就业。2.在昆明行政区域

内已经办理工商注册并正常营业（含网络商户），贷款资金

有明确经营用途。3.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

车贷款、5 万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

人及其配偶无其他贷款。

（三）贷款期限、金额及贴息标准：最长不超过三年期，

最高不超过 15 万，由财政部门按政策给予贴息。

（四）所需材料：1.《昆明市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承诺书》（附件 2）各 3 份。2.《营

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3.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原件

1 份。4.借款申请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就业创业证》及

婚姻状况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5. 反担保所需的相关

材料。6.经办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五）办理程序：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向工商注

册地县（市）区就业部门、工会、妇联、团委、工商联、市

场监督管理局、教育部门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关材料。2.初审。

经办部门对借款申请人的项目、经营情况进行入户审核后，

报县（市）区人社部门进行担保审查。3.担保审查。县（市）

区人社部门对借款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查。4.推荐。符合条件

的借款申请人由县级经办部门推荐至经办银行审核。5.发放

贷款。经办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并发放贷款。6.还款。贷款企

业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执行。

（六）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内。

三、一次性创业补贴申领

（一）补贴对象：高校毕业生。

（二）补贴条件：毕业 5 年内，在昆自主创业的高校毕

业生，与城乡劳动者签订并履行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三）补贴标准：带动 3 至 5 人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

补贴 3000元；带动 6人以上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5000

元。

（四）所需材料：1.《昆明市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

贴申请表》（附件 3）原件 1 份。2.《昆明市高校毕业生带

动就业人员花名册》原件 1 份。3.《昆明市高校毕业生创业

扶持资金申请明细表》原件 1 份。4.申请人身份证、毕业证、

《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5.企业工商营业执照

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6.聘用人员劳动合同及聘用人员花名

册（经就业部门录用备案）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五）办理程序：1.向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人社部门提

出申请（在省级、市级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向市人社部门申

请）。2.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进行材料信息审核、项目实地

查验并认定。3.市级人社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

日）。4.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向申所人拨付补

贴。

（六）办理时间：每年３月、６月、９月法定工作日内。

四、二次创业补贴申领

（一）补贴对象：高校毕业生



（二）补贴条件：毕业 5 年内，首次创业失败的高校毕

业生

（三）补贴标准：凭工商注销或法院判决破产等相关证

明材料，按其企业实际货币投资额的 50%，给予一次性最高

不超过 3 万元的二次创业补贴。

（四）所需材料：1.《昆明市高校毕业生二次创业补贴

申请表》（附件 4）原件 1 份。2.《昆明市高校毕业生带动

就业人员花名册》（附件 5）原件 1 份。3.《昆明市高校毕

业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明细表》（附件 6）原件 2 份。4. 申

请人身份证、毕业证、《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5.首次创业失败由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准予注销

登记通知书回执或法院判决破产等相关证明材料、首次创业

期间实际货币投资额的相关发票（如房租、水电、物管费、

购买固定资产、进货发票等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6.第二次创业的工商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五）办理程序：1.向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人社部门提

出申请（在省级、市级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向市人社部门申

请）。2.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进行材料信息审核、项目实地

查验并认定。3.市级人社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

日）。4.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按照相关要求向申请人拨付补

贴。



（六）办理时间：每年３月、６月、９月法定工作日内。

五、岗位开发补贴申领

（一）补贴对象：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企

业和单位。

（二）补贴条件：招用本科以上学历高校应届毕业生，

与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

（三）补贴标准：每招录一名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双一流高校本科生、普通高校本科生，分别给予用人企业和

单位 2000 元、1500 元、1000 元、800 元的岗位开发补贴。

（四）所需材料：1.《在昆企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表》

（附件 7）１份。2.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各 1 份。3.招用应届高校劳动合同（期限不低于 1 年并

经人社部门备案）原件１份。4.最近 1 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

明及公司银行帐号原件１份。5.职工本人签字的工资名册及

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各 1 份。6.职工本人的毕业证原件及复印

件各 1 份（国外院校毕业生须经教育部门学历认证）。

（五）办理程序：1.向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地人社部门提

出申请（在省级、市级工商部门注册的企业向市人社部门申

请）。2.受理业务的人社部门进行材料审定。3.市级人社网



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4.受理业务的人社部

门向申报人拨付补贴。

（六）办理时限：每年 3 月 1 日－４月 30 日受理上年

度 7-12 月岗位开发补贴；每年 9 月 1 日－10 月 20 日受理当

年 1-6 月岗位开发补贴。

六、户口申报

（一）落户对象：高校毕业生

（二）落户条件：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人员，留学归国人员，可以在实际居住的城镇地区先落户

后择业，将户口登记在居住地的社区集体户，也可以将户口

登记在城镇地区父母户籍所在地，或者将户口登记在城镇地

区父母自住合法稳定住所，具有博士学历的人员，可以自愿

选择落户地址，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含配偶父母）

可以随迁。

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来昆工作的人员，不愿将户口迁入

本市的，可办理《人才居住证》，享受本市居民户同等待遇。

（三）所需材料：1、在居住地的社区集体户落户申报

材料：（1）书面申请。（2）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证书，或者经教育部门认证的国外、境外同等学历

或学位证书。（3）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2.在城镇地区父母户籍所在地落户申报材料：（1）书

面申请。（2）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

或者经教育部门认证的国外、境外同等学历或学位证书。（3）

与父（母）亲的亲属关系证明。（4）本人和父（母）亲的

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在城镇地区父母自住合法稳定住所落户申报材料：

（1）书面申请。（2）全日制国民教育系列普通高等学

校毕业证书，或者经教育部门认证的国外、境外同等学历或

学位证书。（3）合法稳定住所证明材料。（4）与父（母）

亲的亲属关系证明。（5）本人和父（母）亲的居民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

4.博士生自愿选择地址落户申报材料：（1）书面申请

（注明准备选择落户的地址）。（2）博士毕业证书。（3）

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5.博士生接迁直系亲属落户申报材料：（1）书面申请

（注明准备选择落户的地址）。（2）博士毕业证书。（3）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4）本人和直系亲属的居民户口簿、

居民身份证。

6.《人才居住证》申报材料：（1）书面申请。（2）研

究生以上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3）单位接收证明。（4）

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5）半寸正面免冠照 2 张。



（四）办理地点和时限：

1.办理落户。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在拟落户地派出所户

政窗口申请，户籍在省外的由派出所领导审核、县(市、区)

公安局审批办结，5 个工作日内签发《准予迁入证明》。

2.办理《人才居住证》，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在昆明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申请，5 个工作日内签发《人才居住

证》。

七、其他

（一）高校毕业生同时符合上级或本市其他政策的，按

“就高，不重复”的原则进行落实。

（二）机关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不列入本指南的补贴

范围。

（三）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在昆就业创业省外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申请表》；

2.《昆明市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审批表》；

3.《昆明市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

4.《昆明市高校毕业生二次创业补贴申请表》；

5.《昆明市高校毕业生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



6.《昆明市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资金申请明细表》；

7.《在昆企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