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 安 屯子 科 技 大 学 文 件

西屯人 〔2018〕 61号

美子印友 《西安屯子科技大学編制クト聘用
人員管理亦法 (修汀 )》 的通知

各単位 :

《西安屯子科技大学瑞tll外聘用人員管理亦法 (修資 )》 径

学校冴究逍辻,現予以下友,清遵照机行。

質群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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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屯子科技大学

笏制タト聘用人員管理亦法 (修汀 )

力貫物落共教育部美子深化高等教育頷域筒IEA放枚放管結

合仇化服券改革精神,完善端tll外聘用人員的管理,象伊学校与   
‐

芳勁者的合法枚益,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券等工作秩   ・

序,根据 《中学人民共和国芳功法》、《中学人民共和国芳功合

同法》以及陳西省、西安市芳功行政部11対労功用工管理的有美

規定,結合我校共昧,特 tll定本亦法。

第一条 縮制外聘用人員的界定

本亦法所指的瑞tll外聘用人員,是指学校各単位根据工作需

要,接照学校規定的聘用程序在学校事立端tll外聘用井建立労功

美系的人員 (以下筒称外聘人員),不包括退休返聘人員、勤エ

助学学生、研究生 “三助"。

第二条 端tll外聘用人員聘用原lll

l.学校根据 “宏規控tll,分坂管理"、  “准用工,准負責"  「

的原只1,対礫需・聘用外聘人員的単位,接照 “芦格常llL手数,公   Ⅲ

升捧仇聘用ち規疱合同管理"的程序,実現外聘人員管理的規疱

化、tll度化。
「

| 111
2.各用上単位須接熊|“成本核算"、 “接需浚蘭"、 “芦逃

完出"'相 錯合的原只1,芦控外聘人員数量。

3.拓寛聘用方式,探索多元化用工。用工単位要特交規念,

邁辻賄采社会服券、接牧芳券派遣、近聘退休駅二等方式ネト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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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源,降低用工凩隆。

4.芦格用工常批程序,杜先随意用工現象。任何単位聘用外

聘人員,不分径費来源渠道,均須向人事炎扱llL各案。

第二条 縮制外聘用人員的招聘

1。 用工単位根据工作需求俎鉄招聘,公布招聘蘭位及招聘条

件。由用工単位対立聘人逃行資格常査、鹿聘考核、碗定捧用人。

2.外聘人員招聘要鰊合考察其工作技能、文化程度、年蛉以

及身体状汎等因素,一般泣具各良好的取立道徳和思想品徳、具

■l‐ 蘭位需要的文化素反和技能等基本条件。

3.初聘人員需持《西安屯子科技大学外聘人員扱名表》1合、

《西安屯子科技大学外聘人員聘用常批表》2分、合同或協洪一

式 3合 ,泣聘人的費分江、声口本、学所江ギ、取称江や、工勤

技能等象江ギ、社会保隆数幼江明的原件及隻印件rll人事炎亦理

常llL手紋。兼取工作人員,鹿提供原単位在取江明及社会保隆敷

幼江明。新入駅哲未敷幼社会保隆的,可提供代理公司正在亦理

保隆的江明材料。

4.用 工単位、項目姐負責人的未属一律不得安羽卜在本単位或

本項目俎。

第四条 労勁美系的碗立与解除

1.用 工単位聘用外聘用人員須依法答資聘用合同,合同的答

資、交更、紋答、解除、外止均須扱人事炎申批、各案井亦理相

美手数:

2.外聘人員首聘期原ス1上不足辻三年,在校逹数工作叶同原

只1上不起辻九年。接 《中学人民共わ国芳勁合同法》的有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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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行拭用期tll度 ,在労功合同中明碗釣定。

3.已存在事実芳勁美系仁未答資労功合目的,鹿及叶接照規

定先答資ギ面合同,再協商炎理后数事宜。

4.芳功合同期満、外聘人員或用工単位逍反芳功合同中相美

釣定以及法律規定的解除和冬止条件出現,芳功合同ヌF行解除和

条止。

第二条 縮制外聘用人員新酬待邁

1.新酬待過:外聘人員的工資不得低千当地政府規定的最低

工姿林准。用工単位依据市場行情自行tll定友放林准,新酬林准

原ス1上不高子学校在端在蘭同美人員新酬,ユ在労功合同や中予

以明碗。

対千長期聘用二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人員,建洪参照編tll内

同炎人員薪象工姿的象差実現工姿的正常晋升,毎年漱幅不足辻

200元 /月 ,4費由原渠道解決。

2。 社会保陰:用 工単位必須根据相美法律規定主功力外聘人

員賄采或委托代理公司胸采社会保隆,企人庄敷幼的部分由用エ

単位負責代わ代敷。部分蘭位可根据用工性反殉采新型水村合作

医庁tll度、商立隆等。

3.用 工単位碗因工作需要安羽卜外聘人員カロ班値班的,泣倣好

碗切泥永井接照学校有美規定力外聘人員汁友か班費、値班費.

第六条 縮lll外聘用人員的管理

由用工単位俎鉄逃行日常管理、考勤和考核工作,井泥乗在

案,作カエ姿晋升、芳功美系炎理的重要依据。

1.工姿友放:用工単位需垣辻財券系銃申扱外聘人員工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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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炎常核友放。

2.外聘人員人事美系和人事楷案不逃入学校。外聘人員属千

庄届半立生的,聘用期内其声口、楷案可存放在人オ交流中lむ或

委托代理公司管理;時期内用工単位須接照相美政策法規力外聘

人員建立芳功美系、駅称或工勤技能等象姿格等企人桜案。

3.外聘人員享受国家法定市仮日和年休仮。学校寒暑仮属千

正常的工作叶同,仮期的工作安羽卜由用工単位有外聘人員根据蘭

位lll況釣定,井写入芳功合同。

4.用 工単位可申清接学校規定力外鳴人員亦理帷叶一十適、

上国敗号及郎箱等配套資源。

第七条 工作取責支1分

1.学校労功用工管理工作飯早小須久責lJI凋 炎理仝校芳劫

用工管理政策、労功用工汁支1、 人員聘用、芳功合同答資、工資

福rll待過、社会保隆亦理等重要管理事項,全学校各用工単位提

供芳功用工政策方面的指早,督促用工単位対有美芳功多1外、重

大事故的炎理井逃行責任追究。飯早小俎亦公室浚在人事炎。

因逹反用工規定、或因用工単位責任友生労功多1分等分学校

造成不良影噛的,学校労功用工管理工作飯早小俎庄祝情市戸重

程度,可提済学校追究用工単位相美人員責任,且咳単位当年年

度目林考核不得坪力仇秀及以上楷次。

2.人事丈足学校外聘人員的月口管理部11,負 責規疱各美労

功用工形式,声格申批各案程序,建立筑一的外聘人員信′息岸 ;

姐鉄各単位対聘用人員逃行考勤考核,根据蘭位需求及考核情況

逃行数 (解 )聘及新酬待過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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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支1財券丈足各美外聘人員径費的リヨロ管理部11,負 責支1

抜学校姪費支付的外聘人員工姿至用工単位敗片,根据用工単位

提供的友放数据統一文付外聘人員工姿,接規定扱硝外聘人員社

会保隆相美費用。

4.用 工単位足聘用人員管理的主要責任単位,用 工単位鹿根

据工作共躊tll定本単位外聘人員的日常管理規定、蘭位駅責及相

美考勤考核亦法;負 責外聘人員招聘、合同答資,井亦理有美招

永手数;負 責外聘人員有美梢案泥永的保存(合外聘人員花毛冊、

考勤考核泥永、工資友放退永等 )、 提出紋聘或解聘的意見等;

負責対外聘人員上蘭前逃行技木和安全培り|,井提供相泣的芳功

安全保伊;負 責箸集井接叶支付聘用人員各項費用。

第八条 芳功争洪炎理

学校成立芳功人事争洪調解委員会,成長由工会、人事人、

党政赤、妃委亦公室/監察炎負責人及学校工会代表或教代会代

表、芳劫者代表等俎成,工作俎亦公室浚在人事丈。用工単位々

労功者双方因履行合同友生労功争洪,可先行llT商解決;不尽llT

商或lll商不成的,可 以向学校芳功人事争洪瀾解委員会申清調

解;瀾解后併元法迷成一致的,可 向省、市芳劫争洪仲裁委員会

提出仲裁申清或提清人民法院芽1決 :

第九条 附ス1

1。 本亦法八友布え日起執行,《西安屯子科技大学縮tll外聘

用人員管理亦法 (拭行 )》 (西屯友 〔2007〕 80号 )同 時友止。

2.対千 “老人"及厠史遺留同題,浚立 2018年作力辻渡期 ,

各単位及叶炎理完半,芳功用工管理工作飯早小俎和芳功人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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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瀾解委員会秋板配合。自2019年 1月 1日 起全部在聘人員芦

格仇行本文件規定。

3.本亦法由人事炎負責解粋。

附件:1.美子調整西安屯子科技大学労功用工管理工作飯早

小俎的通知

2.西安屯子科技大学各炎蘭位外聘人員指早新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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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美子調整西安屯子科技大学

芳功用工管理工作領早小狙的通知

各単位 :

カカロ張学校用工管理,径学校研究決定,現調整労勁用エ

管理工作領早小姐,調整后的人員俎成女口下:

俎 K:主管人事工作校頷早

副俎K:人事炎炎長

成 長:工会、人事炎、党攻亦公室、妃委亦公室/監察え、

十支1財券炎、后勤服券集困、声立集困、基拙教育集困等部11主

要負責人

秘 ギ:人事芳姿科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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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安屯子科技大学

各癸開位タト聘人員指早薪Wllll

一、全日tll聘用人員根据不同蘭位性反,提出以下指早薪pll,

供供参考:

(1)を立技木関位人員指早月薪 (単位:万元 )

退休返聘人員待邁釣力以上同美人員的 60%～ 80%,具体祝

工作蘭位性反及重要性碗定。

(2)管理蘭位人員指早月新 (単位:万元 )

退休返聘人員待Iit釣力以上同美人員的 50%～ 60%,具体祝

工作蘭位性反及重要性碗定。

(3)工勤人員指早月新 (単位:万元 )

退体返聘人員待邁釣力以上同美人員的 50%,具体祝工作蘭

位性反及重要性碗定。

注:以上不包括年終立鏡。

二、力逃一歩提高聘用人員的リヨ属感利凝衆力,在双方協商

一致的基拙上,用工単位皮接照公秋金管理相美亦法力仝日tll聘

用人員賄采住房公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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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称

人員炎男1 正高 副高 中象 其他

寺立技本人員 0.8～ 2.0 0.5～ 1.5 0.4～ 1.0 0.4～ 0.8

学所

人員炎男1 博士 傾 士 本科 其他

管理人員 0.5～ 0。 7 0.4～ 0。 6 0.3～ 0.5 0。 1～ 0.4

等象

人員美男1 技奸及以上 高象エ 中象エ 共他

工勤人員 0.3～ 0.6 0.3～ 0.5 0,2～ 0.4 0.2～ 0.3



西安屯子科技大学党攻亦公室     2018年 5月 29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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