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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与 5 家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协议

创业免息贷款最高 300 万

■9 日下午，
市人社局与我市 5 家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协议。
9日下午，
市人社局与中国工商
训会，我市金融机构等组织从事创
银行河源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河源
业担保贷款业务工作人员及贷款
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 对象、有关企业代表近百人参加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东源泰业
此次宣讲培训会。
村镇银行 5 家银行签订创业担保贷
据悉，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款协议，将为河源创业者提供免息
于印发广东省进一步促进就业若干
最长 3 年的个人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
政策措施的通知》
《河源市人民政府
元、合伙经营或创办小企业的最高
关于印发河源市进一步促进就业若
不超过300万元的
“捆绑性”
贷款，
以
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规定和《人力资
及“小微企业”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东部 7 省
（贴息50%）的促就业创业支持。
（市）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
为充分发挥创业担保贷款扶
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
我市从失
持创业、带动就业的积极作用，努
业保险基金提取了5200万元用于创
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
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和贴息，加上
好氛围，当天下午，市人社局还举
以前的担保基金，我市担保基金总
办了“促进就业九条”政策宣讲培
额达到 9450 万元，
可放贷额度最高

达 4.725 亿元。这对我市广大创业
者来说是个重大的利好消息。市人
社局负责人表示，创业难就难在起
步难、
融资难，
市人社局出台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
题，
让创业者成功创业。
市人社局负责人表示，与相关
银行签订协议后，将加大宣传力
度，要将政府的好政策广而告之，
让所有创业者都了解这项好政
策。办事指南、申请流程要详细公
布，将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
局、市工信局、团市委、市妇联、市
总工会、市残联等单位一起做好宣
传工作，要让全市大多数创业者都
知道这项政策。同时，希望各级人

张伟燕 摄

社部门跟相关银行在受理审核创
业者的申请时，一定不能拖，把好
事办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是重要
的民生政策，一定要办得阳光透
明，要为创业者开通绿色通道，用
最快的速度让创业者拿到贷款。
记者了解到，东源县人社局与
东源泰业村镇银行合作，已落地了
一笔 200 万元的合伙经营“捆绑性”
贷款，
政府将为贷款者提供贴息3年
最高达10万元免息政策贷款。受惠
者是东源县凹下种植专业合作社，
属于刚成立的村民集体创业型企
业，
目前有10人左右，
所在地位于东
源骆湖峰木村，
主要从事发展种养、
开发林下经济和流转土地等。
文/张伟燕 通讯员 程子跞

相关链接：

河源市创业担保贷款指引
一、借款对象范围：
（一）个人借款人
1.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含残疾人）、
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刑
满释放人员、
高校毕业生、
职业院校
毕业生、
技工院校毕业生、
化解过剩
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返乡创业
农民工、
网络商户、
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及农民（以下简称重点扶持对象）
自主创业自筹资金不足，
并符合以下
条件的，
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1）提交贷款申请时年龄女性
不超过55周岁、
男性不超过60周岁；
（2）有具体经营项目；
（3）已在河源市行政区域内办
理法定登记注册手续（包括小微企
业、
个体工商户、
民办非企业单位、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类
型，
下同）；
（4）在提交贷款申请时，除助
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
贷 款 、5 万 元 以 下 小 额 消 费 贷 款
（含信用卡消费）以外，
本人及其配
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5）能够提供经办金融机构和
就业服务机构认可的借款保证（如
我市财政供养的在职人员的信用
担保；其他有固定收入来源人员的
信用担保；经营状况、经济效益较
好的企业或其他法人组织的担保；
资产抵押、质押等）。对其中的妇
女，
应给予重点支持。
2. 其他人员自主创业资金不
足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
除本条第
一款规定的条件外，
所创办的创业
主体登记注册时间须在 3 年内。
注：
借款人为在职财政供养人
员、离退休人员自主创业的，不能
享受本文所指的创业担保贷款担
保和贴息。由失业保险基金安排
担保基金和贴息的贷款，
贷款人还
须符合国家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
出范围有关要求，
并提供一个月以
上的失业保险参保记录。
（二）小微企业借款人。小微
企业借款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应
符合以下条件：1. 在河源市行政区
域内登记注册的小微企业；2. 当年
（提出申请之日前 12 个月内）新招

用重点扶持对象达到企业现有在
职职工人数 25%（超过 100 人的企
业达到 15%），并与其签订 1 年以
上期限劳动合同；3. 无拖欠职工工
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
规信用记录。

二、贷款的额度、
期限和利息
个人贷款额度最高 30 万元；
合
伙经营或创办小企业的可按每人不
超过 30 万元、贷款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的额度实行“捆绑性”
贷款；
符
合贷款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
款，
额度由经办银行根据企业实际
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合理确定，
最
高不超过 500 万元，创业担保贷款
期限每次最长不超过 3 年，由担保
基金提供担保的贷款到期确需继续
使用的，
可以展期 1 次，
展期期限不
超过 1 年，
展期期间不予贴息，
可继
续提供担保。个人贷款和
“捆绑性”
贷款按合同签订之日同期限贷款基
础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3 个百分点标
准（即贷款基础利率+3%）内据实贴
息，
小微企业贷款按贷款基础利率
的 50%给予贴息，每次贴息期限最
长不超过 3 年。对还款积极、带动
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且符合粤
人社规[2019]15 号第五条第一款或
第六条规定的借款人，
可继续提供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累计次数不得
超过 3 次。不属于重点扶持对象的
借款人，
只能享受1次贴息。

三、咨询电话
1. 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
电话：
3297228、3293000
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源市分行
电话：
3189312
3. 东源泰业村镇银行 电话：
8803930、3836311
4.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永和
支行）电话：
3166929、3187393
5. 中国工商银行河源分行
电话：
3397109、3131803
6. 中国农业银行河源分行
电话：
3335007
7. 市人社局就业创业科
监督电话：
3238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