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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丽娜

“累计对47.78万名就业创业人员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93亿元”，这不是
一组简单的数字，而是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与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
分行 6年来携手并肩、精诚合作，为河
南千千万万拼搏创业的追梦者送出的
福利。自2010年 12月份以来，全省人
社部门、邮储银行两大系统怀着服务大
局、促进发展的共同使命和帮助弱势群
体创业就业、破解小微企业与农户融资
难题的共同目标，先后开展了“万民创
业工程”、“千户扶贫工程”、“大学生创
业圆梦工程”、“大众创业惠民工程”等
一系列活动，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
业困难人员、复员转业退役军人、高校
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刑释解教人
员等各类创业群体提供创业资金支持，
年贷款资金投放量从 2011年的 25亿
元大幅增加至2015年的76亿元，用金
融活水持续浇灌就业创业之花。

“大众创业惠民工程”
助力创业就业民心工程

“大众创业惠民工程”是河南省人
社厅、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并
肩携手开展战略合作，发挥整体优势，
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的常
态化融资服务平台，旨在为创业群众进
行融资支持，带动更多的就业机会，让
更多的创业人理解和正确享用国家给
予的政策。从 2015年起，双方计划用
5年的时间，至少扶持50万名大众创业
群体，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不低于
300亿元。同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
扶持创业融资，完善创业服务，举办创
富大赛，确保每年树立 100 个创业典
型，实现1000个组织就业实体扩大经
营，引领和带动10万人走上致富道路。

2015年，省人社厅、邮储银行共联
合投放创业担保贷款金额达到 76.77
亿元，完成全年目标计划的 127.96%，
扶持了10.47万人创业致富，为促进河
南民生改善、带动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2016年 3月 21日，双方联合
下发《关于扎实推进 2016年大众创业

惠民工程的通知》（豫人社就业〔2016〕
10号），在计划全年投放创业担保贷款
不低于 60亿元的基础上，加大对创业
担保贷款助力扶贫攻坚的支持力度，在
全省53个贫困县所在省辖市确定一个
贫困县作为创业就业扶贫重点县，确保
2016年扶持重点县创业担保贷款增速
高于全省创业担保贷款平均增速，通过
促进贫困地区劳动力创业就业，增强贫
困地区“造血”能力。

大学生回乡创业
人社邮储鼎力支持

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拥有法
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李秀峰的教
育背景让很多同龄人羡慕，别说在安
阳，就是在一线城市的律师事务所谋个
差事也不成问题，可他心中一直有个创
业梦想，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干了一
年的法律顾问，便辞职回家乡开起了五
金门市部。

创业初期仅有二名员工、一间门
面，李秀峰经过两年努力经营，慢慢站
稳了脚步，但是他不满足于现状，通过
积极学习和专研，设计出了陶瓷材料
的橱柜。新的产品设计有防潮、防火、
不变形等优点，是全市第一家陶瓷材
料制作的橱柜，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但是新产品的生产需要购买设备、扩
建厂房，缺少资金成了最大的问题，看
着设计出来的产品无法投入生产，李
秀峰十分着急。就在这时，安阳市创
业贷款担保中心与邮储银行安阳市分
行信贷员来到李秀峰店内进行政府贴
息贷款宣传，听到政策，李秀峰一下看
到了希望。第二天，李秀峰就带着资
料来到安阳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进行
贷款申请。很快，邮储银行安阳市分
行向李秀峰发放了 10 万元贴息贷
款。李秀峰拿到贷款后，赶紧购买了
设备，生意逐步走上正轨。经过奋斗，
李秀峰的公司已经拥有 500平方米的
现代化办公环境、三家直营店、一家
1000平方米的工厂、一家独立运营的
装饰公司，并在各县区成功建立自己
的营销网络，固定资产已逾百万。

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不仅涉及千
千万万个家庭，也关系到他们未来的成

长和发展，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大
学生有知识、有激情、有闯劲，创新思维
活跃，是创业的生力军。河南作为全国
人力资源大省，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生
需要就业创业，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
任务艰巨而紧迫。省人社厅、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紧紧围绕支持大学生就业
创业工作做文章，对大中专学生(包括
毕业 5年内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
工院校学生以及在校生，毕业5年内的
留学回国人员)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可贷 10万元，由政府进行全额担保贴
息。同时，各地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在原
有贷款申请程序基础上，简化程序，统
一设立“大学生创业贷款窗口”，为大学
生创业开辟便捷、高效的创业担保贷款
绿色通道；邮储银行各级分支行对大学
生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实行“额度优先、
审批优先、放款优先”，最大限度压缩流
程处理时限。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从
受理材料后到发放贷款到位在20个工
作日内完成。截至 2016年 5月底，双
方已累计向大学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超8亿元。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助力组织起来就业

濮阳市海虹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从事开发生产优质电子充电机的
厂家，地处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公司
占地10亩，有3个厂房、2个仓库，吸纳
就业人员 50名，被濮阳市六一爱心助
学中心台前分中心授予“爱心企业”荣
誉称号。回想起公司一路走来的历程，
公司董事长聂士跃心怀感恩，逢人就夸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好。

公司董事长聂士跃，52岁，河南省
台前县马楼乡葛集村人，出生于一个
普通的农村家庭。2011年，在经过十
多年的艰苦打拼，有了一定的资金、稳
定的客户和自己研发的产品之后，注
册成立了濮阳市海虹实业有限公司。
近年来，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产品
种类不断增多，公司急需扩建厂房、引
进人才来完成企业的转型，而资金紧
张让聂士跃一筹莫展。2014 年的一
天，台前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与邮储
银行台前县支行员工像往常一样，联

合在街头巷尾开展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宣传。正苦于凑不够资金的聂士跃听
到讲解，一下看到了希望，立即准备材
料向县担保中心提出贷款申请。收到
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审批资料后，邮储
银行信贷员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
并以最快速度办理，不久聂士跃就拿
到了第一笔贴息组织起来就业贷款50
万元。“感谢政府的好政策啊，这笔贷
款真是雪中送炭，帮了我的大忙啦！”
聂士跃激动地说。2015年，鉴于聂士
跃公司的发展前景，台前县创业贷款
担保中心和邮储银行台前县支行决定
对其“扶上马再送一程”，于2015年 11
月又提供贴息组织起来就业贷款 40
万元，用于公司研发新产品。下一步，
公司将继续做大产业链，开发新的汽
车发电机系列高端产品，应用于微型
汽车，并致力于电子商务平台的接洽
和应用，使公司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带
动更多的人就业。

组织起来就业是一种组织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专业
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
工、刑释解教人员等就业，签订 1年以
上的劳动合同，且组织就业人数不低于
职工总人数50%的经济实体。为加大
对组织起来就业经济实体的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作用，河南省人社
厅、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自2014年起
将对组织起来就业贷款额度提高至50
万元，具体额度根据吸纳对象个人贷款
额度、人数及经营规模合理确定，鼓励
企业拉动更多人就业。

创新只担保不贴息新产品
与企业共成长共进步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自小就跟随父母到农田里劳作。干农
活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农民的辛苦，也无
形中锻炼了我坚毅的性格。我的父母
都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老实农民，因为贫困的
生活环境，让我萌发了回家自主创业的
想法，一方面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另
一方增加家庭收入。”马店乡关庙村的
大专毕业生张晓楠说这就是他回家创
业的动力。

在经过深思熟虑和调查研究后，张
晓楠决定种植金珠果（沙梨王），可事与
愿违，创业初期收益并不好，还欠了不
少债务。第二年，张晓楠经过东拼西
凑，发动亲戚借款 2万元，可离资金需
求还差 5万元，因经验不足，找了多家
银行都没有贷到款。从朋友那听说政
府创业担保贷款的政策后，张晓楠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到当地的创业贷款担保
中心提出了申请。没过几天，邮储银行
洛宁县支行就对其发放了 5万元的创
业担保贷款。拿着来之不易的创业资
金，张晓楠上网查阅相关信息、去外地
苗木基地学习、向当地种植大户取经，
边学边干，很快就掌握了一套科学种植
新技术，并在自家的果园里安装了太阳
能黑光杀虫灯装置，专门捕捉各类害
虫，这在当时村里是绝无仅有的。他种
的沙梨比别人产量高，还减少了农药用
量，当年每亩产量达到5000斤，较上年
增产1500斤，年收入10万元。

“如果没有人社部门和邮储银行的
支持，我肯定早就放弃创业了，是你们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深深体
会到创业的艰辛，也更加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张晓楠在自己致富的同时，没有
忘记为乡亲们做些事情，他成立了广元
农民专业合作社，吸纳村里 50名返乡
创业农民工作为社员，通过家家入社，
户户入社，带动了乡亲们致富。2015
年洛宁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和邮储银
行洛宁县支行联合向张晓楠发放了20
万元的只担保不贴息创业担保贷款，支
持他进行多元化经营。“正是有了人社
部门和邮储银行的支持，我的合作社才
逐步实现扭亏为盈，沙梨种植面积由原
来的500亩，发展到现在的2100亩，成
功注册了商标、开通了电商，还被评为
市级示范社。下一步，我准备在种植的
基础上，发展果园旅游项目和果品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让乡亲们都能发家致
富。”张晓楠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为让更多就业创业群众享受到政
府担保贴息政策福利，财政贴息资金支
持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一般最长为 2
年。对于已经享受过政府 2年贴息支
持而仍有资金需求的就业创业人员或
不符合政府贴息政策的就业创业人员，
河南省人社厅、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创

新服务方式和产品，联合推出了只担保
不贴息的创业担保贷款，贷款金额最高
达30万元，并给予利率优惠，在扶持小
微企业存活后，再助其成长，受到了广
大就业创业人员的热烈欢迎。截至目
前，河南省人社厅、邮储银行河南省分
行共发放只担保不贴息的创业担保贷
款超10亿元，有效地解决了农户、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担保难”的问题，
通过以创业带动就业，推动惠民政策落
地为百姓福祉。

优势互补常抓不懈
为“十三五”献计出力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河南省人社厅、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充
分认识深化战略合作、持续开展“大众
创业惠民工程”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
服务“十三五”、支持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重要举措和共同的事业，常抓不懈、持
之以恒，做到不断深化，不断提升。

双方计划通过创新服务手段、提
升服务能力，提高创业担保贷款的可
获得性，进一步提升创业担保贷款扶
持效果。一是扩大扶持群体范围。创
业担保贷款业务客户群体扩大为大中
专学生(包括毕业 5年内的普通高校、
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学生以及在校生，
毕业 5年内的留学回国人员)、退役军
人、返乡创业农民工及持就业创业证
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各类人员。二是
提高单笔扶持额度。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业务，贷款最高额度由针对不同群
体的 5万元、8万元、10万元不等统一
调整为 10 万元。三是联合开展就业
创业培训。依托各级创业贷款担保中
心和邮储银行各分支机构，建立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积极联系各类优秀企
业家和创业典型，为就业创业人群提
供学习、借鉴、实践的阵地。河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邮储银行河南
省分行联合开展的“大众创业惠民工
程”，进一步拓宽了我省广大就业创业
人员的融资渠道，必将成为政府和广
大就业创业人员满意的惠民工程，成
为我省小微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
动力，成为保发展、保民生、促转型的
又一金融助推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

携手打造“大众创业”融资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