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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邹平县委办公室文件 
  

邹办发〔2013〕4号 

 
 

 

关于吸引“985”、“211”工程高校毕业生 
到企业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支持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促进优秀人才向企业一线流动,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资助对象 

    “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本科以上学历，

35 周岁以下，与本县依法交纳各项税费的规模以上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的高校毕业生。 

二、优惠政策  

到企业工作的“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本

科以上毕业生，经认定，可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一）生活补贴。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起，本科生、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月分别享受县政府生活补贴300元、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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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享受期限不超过三年。 

（二）教育培训。三年内可免费参加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织

举办的各级各类讲座、培训，并优先推荐参加技师、高级技师、专

业技术人员等培训学习。 

（三）职称评聘。工作业绩突出的，可不受资历和现有职称限

制，优先推荐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优先享受企业相关优惠条件。 

（四）社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应为引进的高校毕业生办理各

项社会保险。 

（五）体检考察。每年遴选部分优秀毕业生进行健康查体和外

出考察。 

（六）表彰奖励。在企业生产、经营、科研攻关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授予“有突出贡献高校毕业生”荣誉称号，纳入邹平县高层

次人才库，并优先推报首席技师、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等各类

评选表彰。 

    三、资助程序 

（一）申报。申请人填写《邹平县“985”、“211”工程高校毕

业生到企业工作资助申请表》(附件一)，并提供毕业证、学位证、

报到证、身份证、劳动合同、保险手册等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用人单位填写《邹平县“985”、“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工作

资助申请汇总表》（附件二），于每年 6 月份、11 月份向县人才服

务中心提交申请。 

（二）初审。县人才服务中心对申请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认定，

并提出初审意见。 

（三）核准。县人才办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核，确定相应补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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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四）发放。每年 7 月份、12 月份用人单位到县人才服务中

心办理资助金领取手续，申请人签订《资金发放承诺书》。 

四、其他事项 

（一）受资助对象从资助之日起须在邹平县企业连续服务满三

年，期间与所在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按比例返还资助：不满一年

的，返还全部生活补贴；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退还生活补贴的

50%。 

（二）受资助对象存在欺诈行为的，一经查实，追缴资助资金、

取消享受待遇并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三）本意见所指“985”、“211”工程高校毕业生是指“985”

工程大学全日制本科以上毕业生和“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全日

制本科以上毕业生，详见《“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重点

学科一览表》(附件三)。 

（四）本意见由邹平县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共邹平县委办公室 

邹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 年 3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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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邹平县“985”、“211”工程高校毕业生 

到企业工作资助申请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籍    贯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毕业时间  

（照片） 

职  称  
参加工 

作时间 
 

签订劳动 

合同时间 
 

 现工作单位 

及职务  
 联系方式 

 

通  讯  地 址

（邮编 E--mail） 
 QQ 号码  

申请资助标准  

本人学习简历：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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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工作履历及相关成果： 

 

 

 

 

 

本人声明：1、本人对以上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本人保证受资助后在本县工作满三年以上。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单位推荐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所在镇（街道）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人才服务中心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县人才办审批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格一式四份，A4纸正反面打印                    邹平县人才工作办公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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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邹平县“985”、“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工作资助汇总表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学位 毕业时间 
签订劳动合同 

起止时间 联系方式 

         

         

         

         

         

         

         

         

         

         



附件三：

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所在城市

北京大学 北京市

清华大学 北京市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市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市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市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

南开大学 天津市

天津大学 天津市

东北大学 沈阳市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市

吉林省(1所) 吉林大学 长春市

黑龙江省(1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市

同济大学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市

复旦大学 上海市

南京大学 南京市

东南大学 南京市

浙江省(1所) 浙江大学 杭州市

安徽省(1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市

福建省(1所) 厦门大学 厦门市

山东大学 济南市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市

武汉大学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市

湖南大学 长沙市

中南大学 长沙市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长沙市

中山大学 广州市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市

四川大学 成都市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市

重庆市(1所) 重庆大学 重庆市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市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市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咸阳市

甘肃省(1所) 兰州大学 兰州市

湖南省(3所)

广东省(2所)

四川省(2所)

陕西省(3所)

上海市(4所)

江苏省(2所)

山东省(2所)

湖北省(2所)

“985”工程大学名单

北京市（8所）

天津市（2所）

辽宁省（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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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北京大学

哲学、理论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大
气科学、生物学、力学、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口腔医学、药学、国民经济学、基础心理
学、英语语言文学、印度语言文学、天体物理、固体地球物理学、构造地质学、通信与信息系统、核技术
及应用、环境科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肾病， 心血管病， 血液病）、儿科学、精
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皮肤病与性病学、外科学（骨外，泌尿外）、妇产科学、眼科学、肿瘤学、运动医学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企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图书馆学

清华大学

数学、物理学、力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化
学工程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生物学、药学、数量经济学
、设计艺术学、专门史、分析化学、精密仪器及机械、环境工程、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骨外，胸心外）、妇产科学、肿瘤学、麻醉学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心理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民俗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古
代史、理论物理、物理化学、细胞生物学、生态学、系统理论、环境科学、教育经济与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中共党史、
国际政治、文艺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农业经济管理、行政管理、档案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航空宇航科
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光学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工程力学、动力机械及工程、物理电子学、控
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应用化学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工程、作物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果树学、农业经济管理

北京科技大学 科学技术史、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矿业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热能工程

北京化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材料学、化工过程机械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北京
(2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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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华北电力大学 热能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北京林业大学 林学、植物学、木材科学与技术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央财经大学 应用经济学、会计学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

北京交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产业经济学、桥梁与隧道工程

北京工业大学 光学、材料学、结构工程

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基础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贸易学、国际法学

北京
(2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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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南开大学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历史学、数学、化学、光学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国古代文
学、光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环境科学、农药学、企业管理

天津医科大学 外科学（泌尿外，神外）、肿瘤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天津大学
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建筑学、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
流体力学、机械设计及理论、动力机械及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通信与信
息系统、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结构工程

河北
（1所）

河北工业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电机与电器

山西
（1所）

太原理工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化学工艺

内蒙古
（1所）

内蒙古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动物学

大连理工大学
力学、水利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数学、等离子体物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结构工程、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环境工程

东北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科学技术哲学、机械设计及理论、计算机应用技术、采矿
工程

辽宁大学 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学、金融学

大连海事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轮机工程

天津
（3所）

辽宁
（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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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吉林大学
数学、化学、机械工程、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数量经济学、法学理论、刑法学、政治
学理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原子与分子物理、凝聚态物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材料加工工程、微
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农业机械化工程、预防兽医学、神经病学

延边大学 亚非语言文学(朝鲜语言文学)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原理、世界史、细胞生物学、生态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力学、机械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光学、电机与电器、物理电子学、通信与信息系统、飞行器设
计、环境工程

哈尔滨工程大学 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航、制导与控制

东北农业大学 农业机械化工程、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基础兽医学

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林学、植物学、生态学

上海交通大学

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船舶
与海洋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凝聚态物理、光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电
磁场与微波技术、通信与信息系统、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儿科学、外科学（骨外，整形）、口
腔临床医学

复旦大学

哲学、理论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
医学、中西医结合、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历史地理学、中国近现代史、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内科学（传染病， 肾病， 心血管病）、儿科学、神经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
妇产科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肿瘤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药剂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吉林
（3所）

黑龙江
（4所）

上海
（1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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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同济大学
建筑学、土木工程、交通运输工程、海洋地质、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及理论、材料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
程、大地测量学与测量工程、环境工程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地理学、基础心理学、中国古代文学、基础数学、光学、生态学

华东理工大学 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工过程机械、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东华大学 纺织科学与工程、材料学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思想史、财政学、会计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

上海大学 社会学、流体力学、机械电子工程、钢铁冶金

第二军医大学 基础医学、药学、生理学、遗传学、内科学（消化系病）、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中西医结合临床

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英语语言文学、世界史、自然地理学、气象学、材料物理与化学、微电子学与固体
电子学、环境科学、外科学（普外）、企业管理、情报学

东南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建筑学、交通运输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艺术学、热能工程、控制理
论与控制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结构工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力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苏州大学 纺织工程、放射医学、内科学（血液病）、外科学（骨外）

南京理工大学 光学工程、兵器科学与技术、材料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应用化学

上海
（10所）

江苏
（1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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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河海大学 水利工程、工程力学、岩土工程

江南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发酵工程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学原理、学前教育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动物学

中国矿业大学 矿业工程、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及理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岩土工程、矿产普查与勘探

中国药科大学 药学

南京农业大学 作物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兽医学、蔬菜学、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

浙江
（1所）

浙江大学

数学、化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
程、土木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园艺学、农业资源利用、植物保护、管理科学与工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教育史、应用心理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物理、凝聚态物理、植物学、生物物理学、生态学、固体
力学、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化学工程、农业机械化工程、环境工程、作物遗传育种、特种
经济动物饲养、内科学（传染病）、儿科学、外科学（普外）、肿瘤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力学、核科学与技术、天体物理、地球化学、
通信与信息系统、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合肥工业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安徽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计算机应用技术

厦门大学
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化学、海洋科学、工商管理、国际法学、高等教育学、专门史、基础数学、凝
聚态物理、动物学、水生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环境科学

福州大学 物理化学

江苏
（11所）

安徽
（3所）

福建
（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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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江西
（1所）

南昌大学 材料物理与化学、食品科学

山东大学
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产业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艺学、中国古代史、粒子物
理与原子核物理、凝聚态物理、物理化学、微生物学、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人体
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内科学（心血管病）、妇产科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中国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水产、环境科学、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中国石油大学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化学工艺、矿产普查与勘探

河南
（1所）

郑州大学 凝聚态物理、材料加工工程

武汉大学

理论经济学、生物学、水利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
学、金融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国际法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世
界史、基础数学、凝聚态物理、无线电物理、分析化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口
腔基础医学、社会保障

华中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
工程、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生物物理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计算机系统结构、水利水电工程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心血管病，血液病，呼吸系病）、外科学（泌尿外，普外）、妇产科学
、麻醉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华中师范大学
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学原理、汉语言文字学、
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物理、农药学

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学

山东
（3所）

湖北
（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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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学、金融学、民商法学、会计学

中国地质大学 地质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中南大学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矿业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遗传学、有色金属冶金、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神经病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外科学（胸心外）、耳鼻咽喉科学、药理学

湖南大学 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国际贸易学、分析化学、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环境工程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英语语言文学、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物理、发育生物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光学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原子与分子物理、
机械电子工程、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中山大学

生物学、工商管理、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人类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古代文学、英语语言文学、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基础数学、凝聚态物理、无机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人文地理学、内科
学（内分泌与代谢病，肾病）、神经病学、外科学（普外）、眼科学、耳鼻咽喉科学、肿瘤学、卫生毒理
学、药理学、行政管理

华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化学工程、食品科学

暨南大学 金融学、产业经济学、文艺学、水生生物学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技术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光学

广西
（1所）

广西大学 结构工程、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

湖北
（7所）

湖南
（4所）

广东
（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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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海南
（1所）

海南大学 作物遗传育种学

重庆大学
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精密仪器及机械、材料学、工程热物理、城市规划与设计、岩土工
程、采矿工程、技术经济及管理

西南大学 课程与教学论、基础心理学、特种经济动物饲养

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数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口腔医学、宗教学、政治经济学、历史文献学、
专门史、原子与分子物理、有机化学、植物学、遗传学、固体力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岩土工程、水力学
及河流动力学、化学工程、皮革化学与工程、核技术及应用、法医学、内科学（呼吸系病，消化系病）、
儿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外科学（骨外，普外，胸心外）、妇产科学、肿瘤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药剂学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四川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育种、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

西南财经大学 政治经济学、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

 西南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桥梁与隧道工程

贵州
（1所）

贵州大学 农药学

云南
（1所）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专门史、微生物学、生态学

西藏
（1所）

西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语言文学)

重庆
（2所）

四川
（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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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 学校名称 重点学科

全国“211”工程大学重点学科一览表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管理
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产业经济学、计算数学、生理学、固体力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核能科学
与工程、法医学、外科学（泌尿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业水土工程、果树学、土壤学、植物病理学、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临床兽医学、农业经济管理

西北大学 地质学、政治经济学、专门史、植物学、矿产普查与勘探

长安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地质工程

西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固体力学、机械电子工程、电路与系统、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
计算机应用技术、水声工程、武器系统与运用工程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第四军医大学
基础医学、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内科学（传染病，消化系病）、皮肤病与
性病学、外科学（骨外，神外，胸心外）、口腔临床医学、军事预防医学

甘肃
（1所）

兰州大学 区域经济学、民族学、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有机化学、自然地理学、植物学、生态学、固体力学

青海
（1所）

青海大学 内科学(高原医学)

宁夏
（1所）

宁夏大学 草业科学

新疆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应用数学

石河子大学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

陕西
（8所）

新疆
（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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