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科发 (⒛20)29号

关于做好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通知

各市及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

为贯彻落实 《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

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国 科发资 (⒛20)132号 )精

神,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按照 《辽宁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若干举措

的通知》(辽政办发 (20⒛ )14号 )有关要求9现就开发科研助

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岗位设置任务

科研助理是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助理岗位指从事

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 (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岗位。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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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国家、省级、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或创新平台的辽宁省域内企

事业单位是开发科研助理岗位的实施主体,原则上每个项目或创

新平台均要根据科研任务实际需求,设置短期阶段性或长期的科

研助理岗位。全年力争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钔00人 以上。

二、岗位设置原则

1.⒛ 18—2020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每个项目设置不少于

3个科研助理岗位。

2,⒛ 19、 ⒛20年度省科技重大专项,每个项目设置不少于 3

个科研助理岗位。

3.“ 科技助力经济 ⒛⒛
”

重点专项,每个项目设置不少于 2

个科研助理岗位。

4.⒛ 19、 ⒛20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每个项目设

置不少于 2个科研助理岗位。

5。 国家基金委一辽宁省政府联合基金在研项目,每个项目设

置不少于 2个科研助理岗位。

6.⒛ 19、 ⒛20年度省重点研发计划,原 则上每个项目设置不

少于 2个科研助理岗位。

7.辽 宁省新型研发机构,每家单位设置不少于 2个科研助理

岗位。

8.2019、 2⒆0年度兴辽英才计划团队项目,每个项目设置不

少于 2个科研助理岗位。

9.省 科技厅批建运行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每个平台设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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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1个科研助理岗位。

10.省 级及以上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大学科技园、孵化器等 ,

每家单位设置不少于 1个科研助理岗位。

ll。⒛ 19、 2020年度省级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获补助的规

上企业每家设置不少于 1个科研助理岗位。

12.依托市级科技计划项目和创新平台,沈阳市、大连市设

置不少于 500个科研助理岗位,其他市及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设

置不少⒛ 个科研助理岗位。

三、资金保障政策

项目或平台承担单位可结合自身情况,按规定从科研项目经

费等渠道开支科研助理的相关经费。在科研项目经费中, 
“
劳务

费
”
科目及结余资金均可按照有关规定用于科研助理的劳务性

报酬和社会保险补助等支出。对于新立项项目,应 结合科研助理

的聘用情况认真测算经费需求,据实列支。在研项目如需调整预

算,可 由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调整。同时,鼓励项目承担单位统

筹现有经费渠道,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

持。

四、有关要求

1.设 置科研助理岗位是助力我省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重要

机遇,对科研和就业具有
“
双赢

”
的重要意义,各有关单位要切

实履行工作职责和义务,及时保质保量开发足额科研助理岗位 ,

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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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 目或平台承担单位均需按照岗位设置原则,结 合科研任

务实际,合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明 确岗位职责,细化经费标准 ,

并自行组织好招聘、面试等相关工作,采取包括签订服务协议等

多种方式进行聘任。同时,将每月工作进展情况和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清单报初审推荐单位。

3.各 初审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加 强政策宣传引导,指导督促本地区、本系统

单位认真落实相关要求,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及工作成效。

4.各初审推荐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并指定专项联络人负责

此项工作 (附件 1),建立台账管理制度,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

于每月 25日 前将相关材料 (附件 2、 3)按项目或平台类别及所

属领域报省科技厅各相关处室。

5.省 科技厅各相关处室是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督导落实的责任部门,负 责指导归口领域落实工作,研 究

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 时形成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和就业清单。

6.请 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重视,省科技厅将严肃严格地把各

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落实情况纳

入项目验收和平台运行评估并增加权重,同 时作为年度申报、推

荐科技计划项目和平台的依据。

五、联系方式

规划与平台处       范 苑  2398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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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处  王 旭  23983430

信息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处  严欣欣  23983468

生物医药技术发展与产业化处 刘 峰  23983402

农村科技处        石新辉  ⒛983401

社会发展科技处      袁贞伟  23983676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处   西少辉  23983691

成果转化与奖励处     谭 鹏  23983231

科技企业服务处      盛 利  23983422

科技人才与自然科学基金处  郭 丹  23983421

附件 :1。××(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专项工作联络表

2.× ×(单位)关于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落实计划及进展情况报告

3.××(单位)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

业信息汇总表

(此件公开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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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单位)关于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落实计划及进展情况报告
(模板 )

一、落实计划及落实进展情况统计表

落实计划
进展情况

(每月zs日前分别填报)

(一 )2Ⅱ0年计划开发科

研助理岗位数

其中:

计划吸纳应届毕业生人数

(二 )⒛20年实际开发科

研助理岗位数

其中:

实际吸纳应届毕业生人数

注:1,℃020年计划开发科研助理岗位数
”
是指当年计划开发的所有科研助理岗位 ;

2.“计划吸纳应届毕业生人数
”
是指岗位中吸纳的应届毕业生人数 ,要 求不少

于总岗位数的 1/3。

二、落实情况文字说明

详细说明开发科研助理岗位情况、吸纳高校应届毕业生

的落实情况等 (按项目和创新平台类别逐项分类说明选聘科

研助理的具体情况;单位开展科研助理选聘的方式、做法及

科研助理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等情况;。 ⋯。。)o

三、存在的困难及建议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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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科技厅办公室 2020年 7月 27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