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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本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统计工作的通知

本区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700 号）和《关

于开展 2021 年度本市人力资源市场统计工作的通知》（沪人社力

〔2021〕478 号）要求，现就 2021 年度本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

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公示事宜通知如下：

一、年度报告工作

（一）统计范围和对象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法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二）报送内容

本次统计报送的内容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LM1》、

《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基本情况 LM2》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年度经营情况》等 3张统计表格（表式以系统提供为准）。调

查表为年度报表，除特别注明外填报 2021 年 1-12 月汇总数据。

经济指标和营业收入对应单位均为“万元”。

（三）网上报送时间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月 21 日，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登录“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自助经办系统”

（https://zzjb.rsj.sh.gov.cn/zzjbdl//jsp/login.html）报

送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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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示

年报审核通过的，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G60 人才

直达车”微信公众号微官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栏内统一对外

公示年度报告有关内容，包括许可证编号、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名称、营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服务范围、联系方式等。

二、加盖年检专用章

2022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28 日（节假日除外），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在完成年度统计报告并通过核查后，携年度统计报表（3

张，需加盖机构印章）和原许可证正副本等材料，至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管理科（荣乐东路 2378 号 1102 室，联

系电话 67848533）加盖年检专用章。

三、抽查核查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报告

内容及公示信息，依法开展抽查，并根据监督举报情况进行检查

核查，范围为：从业人数不满足行政许可要求的；企业营业收入、

税收等连续为“0”的。对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未依法履行

信息公示义务以及存在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依法作出相应处理。

附件：统计报表调查表式及主要指标解释

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 年 12 月 29 日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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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表 号： 人社统 LM1 表

制定机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1] 号

有效期至： ２ ０ 年 月

２ ０ 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 ０ 年 月 日

说明 ： 1 .本报表上报日期为次年 2 月底前 ， 报送方式为网络报送， 并纸质版加盖公章， 报送当地人社部门。

2.审核关系 ： 01=02+03+04； 01≥ 05； 01≥ 06； 09≥ 10。

一、单位详细名称（ 签章） ：

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三、单位所在地

省（ 区、直辖市)市（ 州、盟） 区（ 市、县、旗)乡(镇)（ 街、道、路） （ 门牌号）

四、成立时间： 年 月 设立分支机构 家

五、机构类型： □综合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人才公共服务机构

□行业所属服务机构（ 事业单位） □国有性质的服务企业 □民营性质的服务企业

□外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港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澳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台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民办非企业等其他性质的服务机构

六、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及备案情况：

□取得许可 □取得备案 发放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单位：

七、主要开展业务类型：

□人力资源招聘 □劳务派遣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 □人事代理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人力资源培训 □猎头（ 人才推荐） 服务 □人才测评

□人力资源信息网络服务 □其他（ 请注明服务类型）

八、从业人员情况： 01 从业人员总数人；

其中： 02 高中及以下学历从业人员 人；

03 大专及本科学历从业人员 人；

04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 人；

其中： 05 取得人力资源职业资格从业人员 人；

06 取得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职称从业人员 人。

九、服务设施情况： 设立固定招聘场所 个； 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网站 个。

十、主要经济指标：

07 注册资本 万元；

08 总资产 万元；

09 全年营业收入 万元； （ 限经营性服务机构填报） ；

其中： 10 代收代付部分 万元。（ 限经营性服务机构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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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业务情况
表 号： 人社统 LM2 表

制定机关：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21] 号

有效期至： ２ ０ 年 月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２ ０ 年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 ０ 年 月 日
说明： 1.本报表上报日期为次年 2月底前， 报送方式为网络报送， 并纸质报表加盖公章， 报

送当地人社部门。
2.审核关系： 01=02+03+04； 05=06+07+08+09+10； 11≥12+13。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实际

一、服务对象情况 帮助实现就业、择业和流动人次

其中： 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

大专及本科学历人员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员

服务用人单位次数

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

人次

人次

人次

人次

家次

家次

家次

家次

家次

家次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2

二、现场招聘会服务 举办招聘会次数

其中： 农民工专场

高校毕业生专场

参会用人单位数

提供招聘岗位数

参会求职人次

场次

场次

场次

家

个

人次

11
12
13
14
15
16

三、网络招聘服务 发布岗位信息数

发布求职信息数

条

条

17
18

四、劳务派遣服务 服务用人单位数

派遣人员总数

家

人

19
22

五、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服务用人单位数

外包人员总数

家

人

21
22

六、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服务 服务用人单位数 家 23

七、人力资源培训服务 举办培训班次数

参加培训人次

场

人次

24
25

八、人力资源测评服务 测评人次 人次 26

九、猎头服务 委托推荐岗位数

成功推荐人才数

个

人

27
28

十、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务 服务单位数 家 29

十一、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 现存档案数量

依托档案提供服务次数

份

人次

3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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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经营情况表

总体经济指标

全年营业收入
总额法

净额法

缴纳税收

全年纳税总额

其中： 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业态指标

高级人才寻访

全年营业收入

服务用人单位数

成功推荐人才数

学历

层次

本科人才数

硕士人才数

博士人才数

主要

行业

（ 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其中： 海外人才数

推荐人才平均薪酬： □30 万元以下 □30-50 万元

□50-100 万元 □100-200 万元 □200 万元以上

网络招聘服务

□是 全年营业收入

招聘网址

□否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全年营业收入

外包员工数

劳务派遣服务

全年营业收入

其中： 代收代付

服务费

其他服务项目:_______

全年营业收入

服务单位数

服务个人数

特色指标

获评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情

况

□是 获得年份：

□否

企业上市情况

□是
股票代码：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海新三

板

□香港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

所

□北京证券交易所 □美国纳斯达克

□其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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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主要指标解释

人社统 LM1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

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 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

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

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综合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设立，面向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提供就业

和人才流动配置等各类公共服务的综合性机构，其主体是由

原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合并设立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设立，承担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帮助各类就业困难群

体实现就业的服务机构。

人才公共服务机构 由县级以上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设立，主要面向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相关服务，

承担公共人才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服务机构。

行业所属服务机构（事业单位） 由人社部门以外的其

他行业部门举办的面向本行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事业单

位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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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国有企

业、地方各级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所属人才（职业）

服务机构设立的公司性质的机构。

民营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根据人力资源市场的相关规

定，设立的由民间经营、为社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

外资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按照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的有

关规定，成立的具有外资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港、澳、台性质的服务企业 指按照我国人力资源市场

的有关规定，成立的具有港、澳、台资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

企业。

民办非企业等其他性质的服务机构 指企业单位、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

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

法人指经各级民政部门核准登记，领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证书》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从业人员总数 指填报机构年底在册工作人员总人数，

不包含派遣和外包人员。

高中及以下学历从业人员 指从业人员中学历为高中

以及下的人员的数量。

大专及本科学历从业人员 指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或

本科学历的人员数量。

硕士生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 指从业人员中具有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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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职业资格从业人员 指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关

职业资格的从业人员数量。

取得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职称人员 指按国家有关规定，

取得人力资源管理管理专业职称的从业人员数量。

设立固定招聘场所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设立的从事

招聘等服务的固定交流场所数量。

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网站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立的

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相关网站数量。

注册资本 指企业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资本总额。

总资产 指企业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总资产。

全年营业收入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

的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营业收

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根据会计“利

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此项收入

应包括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代收代付的业务收

入）。

代收代付部分 指机构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经营收入中

属于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代收代付的收入部分。

人社统 LM2 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指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

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 33 号）规定，由赋码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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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一个法人单位和其他组织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

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已经领取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填写统的一社会信用代码。

帮助实现就业、择业和流动人次 指报告期内，经机构

推荐成功实现就业、择业或工作转换的人次。

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 指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中的高

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次。

大专及本科学历人员 指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中具有

大专或本科学历人次。

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 指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中具有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次。

服务用人单位次数 指报告期内机构开展各项人力资

源服务业务活动所服务的单位总家次。

机关事业单位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

中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家次。

国有企业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国

有企业家次。

民营企业 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民

营企业的家次。

外资企业指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外

资性质的企业的家次。

其他 指除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

企业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的用人单位中其他性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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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次。

举办招聘会次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举

办的现场招聘会的总场次数。

农民工专场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举办的

现场招聘会中为农民工举办的专场的总场次数。

高校毕业生专场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举

办的现场招聘会中为高校毕业生举办的专场的总场次数。

参会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参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举办的现场招聘会招聘单位的总数。

提供招聘岗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

的现场招聘会上招聘岗位的总数。

参会求职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

办的现场招聘会的总人次数。

发布岗位信息数 人力资源机构全年通过人力资源服

务网站向社会发布的岗位需求信息条数。

发布求职信息数 人力资源机构全年通过人力资源服

务网站向社会发布的求职信息条数。

服务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末委托取得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派遣服务的单位总数。

派遣人员总数 指报告期末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实际派

遣的人员数量。

服务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根据

用人单位的相关岗位、业务、项目等人力资源需求，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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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服务的数量。

外包人员总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根据用

人单位的相关岗位、业务、项目等人力资源需求，提供人力

资源服务外包工作的人员总数。

服务用人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市场主体

根据客户要求，依据其组织目标，进行内部、外部环境调研

和分析，明确人力资源管理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目标，制定

人力资源管理解决方案，为用人单位提供服务的家数。

举办培训班次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

人力资源培训班的总次数。

参加培训人次 指报告期内参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

办的培训班的总人次数。

测评人次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

源测评服务被测评者的总人次数。

委托推荐岗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

客户委托通过猎头服务推荐的岗位数。

成功推荐人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

猎头服务推荐成功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

服务单位数 指报告期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人力

资源信息软件服务的用人单位家数。

现存档案数量 指报告期末具有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权限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所管理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

现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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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档案提供服务次数 指报告期内开展以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为依托的相关服务的人次数。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年度经营情况表

全年营业收入-总额法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和让渡的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

入。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包括劳务派遣、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代收代付的业务收入。

全年营业收入-净额法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和让渡的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不含代收代付

业务收入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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