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对象

咨询及监督举报电话

机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
机构概况

间、办公电话、传真、通信地
址、邮政编码
依据“三定”方案及职责调整

机构职能

情况确定的本部门最新法定
职能

机构信息

领导分工
人事任免
内设机构
下属单位概况

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工作分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工、标准工作照（近期 1 寸彩 院令第 711 号）、三定
色浅底免冠照片）

公开指南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公开指南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更）5 个工作日
内

部门经费预决算
财务管理
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互动回应

厅长信箱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http://rsj.gzz.gov.cn/

话
下属单位名称、地址、主要负
责人、办公电话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办公
地址、办公时间、电话等

信息形成（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更）5 个工作日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内

年度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情 院令第 711 号）

每年 3 月 31 日

况及存在的问题等

前

对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
案的回复情况

咨询电话：12333

办公室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院令第 711 号）、《关

办结后 20 个工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于做好人大代表建议和

作日内集中公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全文发布
开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政协提案办理结果公开
﹝2014﹞96 号）

年度统计公报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内设机构名称、职责、办公电

工作的通知》（川办发

规划统计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

人事科

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建议提案

信息形成（变

http://rsj.gzz.gov.cn/

人社事业发展年度就业、社

次年 8 月 31 日

保、劳动关系等主要统计数据

前

部门预、决算，“三公”经费
预、决算
部门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按财政厅统一要求）
对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进
行程序性告知或政策类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规财科

府信息公开条例》（国

省人大批复后

咨询电话：12333

20 个自然日内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按财政厅统一

务院令第 711 号）

要求时限公开
信访科

办结后 7 个工

咨询电话：12333

作日内公开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
法规、规章或重大政策措施出
台背景、内容解读及贯彻实施
情况；2.全州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主要工作进展情况；3.全
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领域
重大突发事件和社会关注的
新闻发布、政策解读

热点敏感问题进展情况、对相
关问题的立场及举措等；4.消
除外界对我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工作的误解和疑虑，澄

宣传报道

清虚假和不完整信息，及时发
布权威信息；5.其他需要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 711 号）、《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政策文件公开

于印发四川省人民政府

后 3 个工作日

常务会议重要政策文件

内

解读工作考评办法（试
行）的通知》（川办函

咨询电话：12333

政策研究科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2016﹞93 号）

新闻媒体向公众发布的信息；
6.全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法规政策解读。
局领导工作动态、全州重大人
社活动情况、转载人社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动态信息

活动结束后 5

信息、县市人社工作动态、新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闻媒体对我州人社工作宣传

个工作日内

院令第 711 号）

报道情况。
国家有关就业创业、社会保
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的法
法律、法规

律、法规和全省有关就业创
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
动关系的地方性法规。

政策文件

国家部委和省、州政府有关就
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

业创业、社会保障、劳动关系
的规章。
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

其他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上级机关发布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院令第 711 号）、《四

信息或信息形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
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法规科

成（变更）3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个工作日内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http://rsj.gzz.gov.cn/

327 号）

才、劳动关系等行政规范性文
件和重要政策措施。

行政许可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根据机构改革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求，州、县人社部门 设立技工学校（技师学院）审批；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信息形成（变
□全文发布
件、办理材料、办理流程、办
职业能力建设
/appoint/city/0/92337810.do
行政许可事项已经统 地方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设立审
院令第 711 号）、《四
更）3 个工作日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理地点、受理时间、办理结
科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一划转州行政审批局 批。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内
果、联系电话
http://rsj.gzz.gov.cn/
办理；人社部门只负
（2018 年本）》
责政策业务指导）
行政处罚

（共 35 项）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 权力类型、权力名称、设立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劳动监察科、州 信息形成（变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全文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咨询电话：12333

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 据、责任主体、责任事项、追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劳动保障监察 更）3 个工作日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区分处理后发布
注销登记的处罚；对缴费单位伪造 责情形、追责程序、监督电话 院令第 711 号）、《四 支队

内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变造社会保险登记证、未按规定从 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 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2018 年本）》

http://rsj.gzz.gov.cn/

费或者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
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处罚；对缴
费单位伪造、变造、故意毁灭社会
保险缴费等财务帐册、材料，或者
不设帐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
数无法确定的处罚；对骗取社会保
险基金或者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处
罚；对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
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为失业
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
人员名单、档案的处罚；对用人单
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
罚；对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而未参加的处罚；对用人单位招用
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国
家规定须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特
种作业工种,向求职者或被录用人
员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扣押被录
用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和资格证
等证件的处罚；对用人单位制定的
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的处罚；对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
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处罚；对用
人单位未按规定建立职工名册的处
罚；对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和劳动者依法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
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处
罚；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录用
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
的处罚；对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
人拒绝或拖延签订集体合同、不提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供或不如实提供签订或履行集体合
同所需资料、劳动标准低于集体合
同规定、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抵触、
集体合同不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
审查及其他违反集体合同管理规定
行为的处罚；对用人单位不依法签
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处罚；对
用人单位侵害集体协商代表的特殊
保护权益的处罚；对用人单位违规
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处罚；对用
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拒
绝支付赔偿金的处罚；对用人单位
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的处罚；对单位和个人为未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处罚；
对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劳动保障
权益的处罚；对娱乐场所非法招用
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的处罚；对
用人单位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
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
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
作为体检标准的处罚；对用人单位
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
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
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
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
法，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
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行为的处
罚；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
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未依法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行
为的处罚；对职业技能鉴定站（所）
不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
未从国家规定的试题库提取职业技
能鉴定试题、拒不受理符合申报条
件和规定手续人员的职业技能鉴
定、不严格执行职业技能鉴定回避
制度和乱收费的处罚；对滥发、伪
造、仿制职业资格证书的处罚；对
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劳务
派遣规定行为的处罚；对用工单位

违反辅助性岗位确定程序规定的处
罚；对继续教育机构未认真实施继
续教育教学计划，向社会公开继续
教育的范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
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考
试考核结果如实出具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继续教育证明的处罚；对禁止
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
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
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的处罚；
对从事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或者个
人提供虚假鉴定意见、诊断证明或
收受当事人财物的处罚；对企业违
反企业年金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
对外国人或者用人单位伪造、涂改、
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
书的处罚；对无理抗拒、阻挠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
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
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行政处理决定的处罚。

对未按规定缴纳或代扣代缴社会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险费的用人单位加收滞纳金、划拨 实施主体、咨询电话、监督反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行政强制

社会保险费；对可能被转移、隐匿 诉电话、法定依据、流程图等 院令第 711 号）、《四
或者灭失的社保基金资料予以封

内容

存。

（2018 年本）》
实施主体、咨询电话、监督反

行政确认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监管科、州社保
局、州劳动保障
监察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信息形成（变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提 诉电话、法定依据、条款内容、
养老失业保险
院令第 711 号）、《四
更）3 个工作日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前退休审批
条件、流程图、申请资料、办
科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内
http://rsj.gzz.gov.cn/
理时限等内容
（2018 年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社会保险稽核；实施主体、咨询电话、监督反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行政检查

社会保险基金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执行情 诉电话、法定依据、流程图等 院令第 711 号）、《四
况监督检查。

内容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2018 年本）》

专技科、州劳动
保障监察支队、、
州就业局、州社
保局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实施主体、咨询电话、监督反

行政奖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省、州技能大师和四川省技术能手 诉电话、法定依据、条款内容、
职业能力建设
院令第 711 号）、《四
评选表彰
条件、流程图、奖励类型和标
科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准等内容
（2018 年本）》

行使层级、事项来源、权力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其他行政权力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

源、审查类型、实施主体、办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理时限、运行系统、申请材料、院令第 711 号）、《四 专技科
受理条件、办理流程、常见问 川省行政权力指导清单
题等内容

（2018 年本）》

享受扶持政策的对象、时限和
就业创业政策

措施,大学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咨询电话：12333

就业促进科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创业扶持政策。
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政策

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政策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备案、监
督管理等

信息形成（变

“三支一扶”招募流程、服务

更）3 个工作日

期间待遇、服务期满的优惠政

内

策；推动全省各类在基层服务
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成长成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咨询电话：12333

流动管理科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的目标任务、具体举措、保障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院令第 711 号）、《四
措施等。
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总体情况、
就业创业

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分析

用人单位岗位需求情况、求职
者情况、供求匹配情况等。

返乡下乡创业扶持政策

失业保险援企稳岗补贴政策
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政策
失业保险金标准调整政策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川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
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按季度发布

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全文发布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http://rsj.gzz.gov.cn/

见>》、《中华人民共和

信息形成（变 政务微信 :甘孜人社（gzrs12333）

省、州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政 国就业促进法》、《四
川省就业创业促进条
策措施
例》

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措施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更）3 个工作日
农民工工作科

省、州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的

内

咨询电话：12333

省委出台文件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后 20 个工作日

政策措施

内

稳岗补贴应满足的条件及企
业应采取的措施等
技能提升补贴的条件、标准等
依据省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
标准同步调整

就业促进科
州就业局

信息形成（变
更）3 个工作日
内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通过企业内部转岗、企业内部
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安置工
作政策

退养、鼓励自主创业、公益性
岗位托底、提供公共就业和社
会保险服务等方式，分类分流
安置去产能职工
1.大学生创业补贴、在校大学
生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大学生
创业吸纳就业奖励、大学生创
新创业园区(孵化基地)补助
的申请、审核、发放信息。
2. 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公

就业创业补贴申领条件、程序和管 益性岗位岗位补贴、 就业困
理审批信息

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离
校 1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企业招用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企业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

就业促进科

咨询电话：12333

就业见习补贴、求职创业补贴

州就业局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的申请、审核、发放信息。
1.鼓励、支持、引导贫困劳动
力参加技能培训、转移就业、
自主创业等就业扶贫九条措
施。
就业扶贫措施政策

2.组织实施精准识别、扶贫专
班、送培训下乡、专场招聘会、
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就业扶贫
重点工作的 5 个管理办法。
3.支持藏区群众转移就业的
政策措施。

社保费率
养老保险待遇调整

社会保障

社保扶贫政策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目录

养老保险费率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施的对象、时间、标准、办法 院令第 711 号）、《四
等

川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

养老失业保险

政府为建档立卡未标注脱贫

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科

的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困 政务公开工作的实施意
人员代缴最低标准的城乡居

见>》、《重大劳动保障

民养老保险费。

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

工伤保险辅助器具名称、主要 法》（人社部令 29 号）、
部件或材料要求、功能、适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工伤保险科
范围、最高支付限额、最低使 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伤
用年限等

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目录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咨询电话：12333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信息形成（变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全文发布

更）3 个工作日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内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http://rsj.gzz.gov.cn/
政务微信 :甘孜人社（gzrs12333）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备案

省厅批复的备案函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合同备案

省厅批复的备案函

的通知》（人社厅函

信息形成（变

〔2012〕381 号）

更）7 个工作日
内

行政相对人，单位名称、法定
社会保险基金重大案件行政处理处
罚信息

基金监管科

代表人或负责人、单位地址、

咨询电话：12333

每半年公布 1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次，根据工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需要可随时公

主要违法事实、查处与整改情

布

况、处理部门等
城乡劳动者职业培训政策以
及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
技能人才政策措施

等政策和规划；全省技工学校

职业能力建设

设立审批规范；职业技能竞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科
管理实施规定；高技能人才振 信息公开条例》、《〈关
兴计划实施办法等。

职称制度及职业资格改革措施

四川省职称制度改革政策、职
业资格改革相关措施
我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事人才

事业单位招聘政策

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
作的意见〉实施细则》
（国办发〔2016〕80 号）
、专技科

高温津贴调整

内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区分处理后发布 社会

报名方法等。 2、职称资格考 （试行）>的通知》（人
考试中心
试信息公开内容包括考试名 办发﹝2000﹞71 号）
称、考试科目设置、考试时间

http://rsj.gzz.gov.cn/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1、事业单位公 政务微信 :甘孜人社（gzrs12333）
开招聘信息发
布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2、

咨询电话：12333

职称资格考试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信息应在规定
的报名日期前
20 天向社会发
布

全州月最低工资标准和非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调整情况等

院令第 711 号）、《〈关

当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基准线， 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 劳动关系科

高温津贴标准调整情况等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全文发布

人员的基本原则、程序及政策 于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 事管科
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
规定

上线和下线等

咨询电话：12333

甘孜州人民政府网站
/appoint/city/0/92337810.do

等。

劳动关系

更）3 个工作日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及报名日期、地点、报考条件

企业工资指导线

信息形成（变

http://www.gzz.gov.cn/gz-xxgk/xxgk

程序和时间安排、招聘办法、 资格考试考务工作规程

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力

（人社部发﹝2010﹞92
1、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信息公 号）、人事部办公厅《关
开内容包括招聘范围、条件、 于印发<专业技术人员
事业单位、职称资格考试信息

咨询电话：12333

作的意见〉实施细则》

信息形成（变 /appoint/city/0/92337810.do

□全文发布

更）5 个工作日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区分处理后发布

内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http://rsj.gzz.gov.cn/
政务微信 :甘孜人社（gzrs12333）

（国办发〔2016〕80 号）
、

咨询电话：12333

社会

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为社会公布办法》（人
人、单位地址、统一社会信用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
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

代码或注册号、主要违法事

29 号令）、人力资源和 劳动监察科

实、查处与整改情况、处理部 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门等

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

每季度公开一

咨询电话：12333

次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州本级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
评价

登记评价办法的通知》
单位名称和等级

（人社部规〔2016〕1
号）

州劳动保障监 评价结束后 7

咨询电话：12333

察支队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个工作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详见甘孜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
政务服务事项

统公共服务事项指导目录（2019 年
版）

信息公开条例》（国务

按年度向省政

院令第 711 号）、《人

府提出申请，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局属相关单位 待审核同意后
修改<就业服务与就业

由省政府集中

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

公开

条（人社部令第 23 号）

甘孜州人社局网站
http://rsj.gzz.gov.cn/12865/12896
/13620/index.shtml

□全文发布

法人

■区分处理后发布

（自然
人）

咨询电话：12333
监督举报电话：12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