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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问：：哪些人可以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哪些人可以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答答：：在莆田市行政区域内创业在莆田市行政区域内创业，，在法定劳动年在法定劳动年

龄段内龄段内，，具有创业意愿具有创业意愿、、创业能力和创业条件创业能力和创业条件、、诚诚
实信用的以下人员实信用的以下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就业困难
人员人员（（男年满男年满 5050周岁以上周岁以上、、女年满女年满 4040周岁以上的周岁以上的
大龄城镇居民大龄城镇居民，，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
疾人证且具有完全民事能力及劳动能力的城镇居疾人证且具有完全民事能力及劳动能力的城镇居
民民，，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员，，连续失业连续失业
一年以上的城镇居民一年以上的城镇居民，，已参加失业保险并连续失已参加失业保险并连续失
业一年以上的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业一年以上的农村进城务工劳动者，，城市规划区城市规划区
内的农村新被征地农民内的农村新被征地农民），），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
和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参照享受就业困难人员政策农村三参照享受就业困难人员政策农村三
类人员类人员（（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户、、二女户中二女户中，，
男年满男年满 4040周岁以上周岁以上、、女年满女年满 3030周岁以上人员周岁以上人员；；持持
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且具有完全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且具有完全
民事能力及劳动能力的人员民事能力及劳动能力的人员；；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享受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人员保障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复员转业退役军复员转业退役军
人人，，刑满释放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含社区矫正期满人员含社区矫正期满人员、、戒毒康戒毒康
复人员复人员），），大中专院校大中专院校（（含技校含技校））在校生及毕业在校生及毕业55年年
内大中专院校内大中专院校（（含技校含技校））毕业生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等含大学生村官等
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项目高校毕业生、、港澳台高校毕业生和港澳台高校毕业生和
留学回国学生留学回国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已在莆田市办已在莆田市办
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网络商户以及未办理工商注册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网络商户以及未办理工商注册
登记但在第三方网络平台实名注册的网络商户创登记但在第三方网络平台实名注册的网络商户创
业者业者，，持有效期内持有效期内《《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来来
莆田就业创业的台湾同胞莆田就业创业的台湾同胞。。

问问：：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条件有哪些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条件有哪些？？
答答：：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对象申请贷款时未参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对象申请贷款时未参

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不含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不含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
身份缴纳养老保险或以个体工商户身份缴纳养身份缴纳养老保险或以个体工商户身份缴纳养
老保险老保险）。）。除助学贷款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住房贷款、、购购
车贷款车贷款、、5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含信用卡消
费费））以外以外，，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自提交贷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自提交贷款
申请时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存量贷款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存量贷款，，具具
体由经办银行负责核实体由经办银行负责核实。。

问问：：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有哪些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有哪些？？提提
交哪些材料交哪些材料？？

答答：：符合条件人员应向创业所在地县区人社符合条件人员应向创业所在地县区人社
部门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部门申请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填写填写《《个人创业担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申请表保贷款申请表》，》，并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并提供个人身份证原件（（台湾居台湾居
民提供民提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户口簿原户口簿原
件件（（仅农村自主创业农民提供仅农村自主创业农民提供），），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机构机构））
核发的证件或能够证明借款人身份的证明材料核发的证件或能够证明借款人身份的证明材料，，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工商营业执照工商营业执照（（未未
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网络商户须提供在第三方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网络商户须提供在第三方
网络平台实名注册的材料网络平台实名注册的材料））或贷款项目计划书或贷款项目计划书。。

问问：：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是多少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是多少？？贷贷
款期限有多长款期限有多长？？

答答：：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
款额度为款额度为 2020万元万元，，其中其中：：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
自主创业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为自主创业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为 3030万万
元元。。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合
伙创业的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提高贷款额
度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个人贷款总额度的
1010%%。。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3年年。。

问问：：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利率是多少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利率是多少？？
答答：：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实际贷款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实际贷款

利率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利率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LPR））
的基础上加上不超过的基础上加上不超过5050BPBP。。11年期贷款适用年期贷款适用11年期年期
LPRLPR，，11年以上贷款可由经办银行自主选择参照年以上贷款可由经办银行自主选择参照11年年
期或期或55年期年期LPRLPR，，并在贷款合同约定并在贷款合同约定。。具体由经办具体由经办
银行根据借款人的经营状况银行根据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人
协商确定协商确定。。20222022年年 66月月 20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LPR））为为 11年期年期 LPRLPR为为 33..77%%，，55年期以上年期以上 LPRLPR为为
44..4545%%。。以上以上LPRLPR在下一次发布在下一次发布LPRLPR之前有效之前有效。。

问问：：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要求有哪些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要求有哪些？？
答答：：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利息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利息，，LPR-LPR-150150BPBP以以

下部分下部分，，由借款人承担由借款人承担，，剩余部分由各级财政给剩余部分由各级财政给
予贴息予贴息。。对还款积极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创业项
目好的借款个人目好的借款个人，，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息，，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3次次。。

问问：：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条件有哪些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条件有哪些？？
答答：：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

个人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个人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
数数 1515%%（（超过超过 100100人的企业达到人的企业达到 88%%），），并与其签订并与其签订
11年以上劳动合同年以上劳动合同。。企业无拖欠职工工资企业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欠缴
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

问问：：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有哪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有哪
些些？？提交哪些材料提交哪些材料？？

答答：：符合条件的借款企业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符合条件的借款企业向工商注册所在地
县区人社部门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县区人社部门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填写填写
《《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并提交单位法并提交单位法
人身份证原件人身份证原件，，单位法人户口簿或居住证原件单位法人户口簿或居住证原件，，
小微企业提出资格审核申请当年新招用员工花小微企业提出资格审核申请当年新招用员工花
名册原件名册原件，，相关部门相关部门（（机构机构））核发的证件或能够证核发的证件或能够证
明新招用员工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身明新招用员工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身
份证明材料份证明材料，，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人员的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人员的
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书，《，《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
营业执照原件营业执照原件，，小微企业认定材料小微企业认定材料（（可用国家市可用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小微企业名录查询结果替代场监督管理总局小微企业名录查询结果替代，，网网
址址：：httphttp：：//xwqy.gsxt.gov.cn///xwqy.gsxt.gov.cn/）。）。以上申请表和证以上申请表和证
明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明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问问：：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贷款额度是多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贷款额度是多
少少？？期限有多长期限有多长？？

答答：：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
贷款额度为贷款额度为300300万元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2年年。。

问问：：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率是多少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率是多少？？
答答：：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实际贷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实际贷

款利率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款利率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LPR））的基础上加上不超过的基础上加上不超过5050BPBP。。11年期贷款适年期贷款适
用用11年期年期LPRLPR，，11年以上贷款可由经办银行自主选年以上贷款可由经办银行自主选
择参照择参照 11 年期或年期或 55 年期年期 LPRLPR，，并在贷款合同约并在贷款合同约
定定。。具体由经办银行根据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具体由经办银行根据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
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企业协商确定信用情况等与借款企业协商确定。。20222022年年66月月20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LPR））为为 11 年期年期 LPRLPR 为为
33..77%%，，55年期以上年期以上 LPRLPR为为 44..4545%%。。以上以上 LPRLPR在下在下
一次发布一次发布LPRLPR之前有效之前有效。。

问问：：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贴息要求有哪些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的贴息要求有哪些？？
答答：：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息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息，，LPR-LPR-150150BPBP

以下部分以下部分，，由借款企业承担由借款企业承担，，剩余部分由各级财政剩余部分由各级财政
给予贴息给予贴息。。对还款积极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创业项
目好的小微企业目好的小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但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3次次。。创业担保贷款收取的担创业担保贷款收取的担
保费为贷款本金的保费为贷款本金的11%%，，企业借款的由企业负担企业借款的由企业负担。。

问问：：创业担保贷款免除反担保要求的条件有哪些创业担保贷款免除反担保要求的条件有哪些？？
答答：：101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以及以及

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或信用社区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或信用社区（（乡村乡村））推荐的推荐的
创业项目创业项目，，获得设区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获得设区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
员员、、创业项目创业项目、、创业企业创业企业，，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
用小微企业用小微企业、、商户商户、、农户农户，，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创业经营稳定守信的二次创业
者等特定群体者等特定群体，，免除反担保要求免除反担保要求。。鼓励对其他创业鼓励对其他创业
担保贷款逐步降低或免除反担保要求担保贷款逐步降低或免除反担保要求。。

问问：：创业担保贷款用途有哪些规定创业担保贷款用途有哪些规定？？
答答：：创业贷款对象必须将贷款用于创业相关创业贷款对象必须将贷款用于创业相关

正常生产经营支出正常生产经营支出，，不得挪用贷款资金用于偿还不得挪用贷款资金用于偿还
个人负担的其他债务个人负担的其他债务，，不得将贷款资金用于金融不得将贷款资金用于金融
投资投资、、理财等套利活动和个人消费理财等套利活动和个人消费，，不得用于投资不得用于投资
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国家产业政策禁止、、限制的项目和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项目和法律法规禁止
的其他项目的其他项目。。一经发现一经发现，，取消创业担保贷款取消创业担保贷款，，追回追回
贴息资金贴息资金，，并将失信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并将失信行为纳入企业信用记录。。

问问：：如何下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如何下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
答答 ：：可 前 往 中 国 海 峡 人 才 网可 前 往 中 国 海 峡 人 才 网（（网 址网 址 ：：

httphttp：：//www.hxrc.com/service/NewsDetail.aspx//www.hxrc.com/service/NewsDetail.aspx？？
id=id=9964399643））下载申请表下载申请表。。

问问：：如何进行政策咨询如何进行政策咨询？？
答答：：可 拨 打 电 话可 拨 打 电 话（（05940594--22389202238920））或 手 机或 手 机

（（1320501952513205019525），），向莆田市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经向莆田市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经
办人小欧咨询办人小欧咨询。。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让人才安居、为人才筑
巢”。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大湾区企业人力资源发
展高峰论坛上，深圳市企业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携
手深圳安佳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布了“青年人才
共有房计划”，青年人才与企业共有产权，三年后可
相互回购。

“青年人才共有房”计划中，深圳安佳建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将依据深圳市企业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
的人才标准，对有意向入驻其开发运营的“朗峻·107
数字花园”的青年人才中符合标准的，开放50套产业
公寓，和青年人才共同持有该房产权。三年之后，如
果房价出现上涨，青年人才可以选择向企业按照原
价购买剩下的一半产权，搭上资产上涨的“顺风车”；
如果三年后房价下跌，企业将向青年人才按原价回
购一半产权，确保青年人才置业无忧，安居乐业。

深圳市企业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负责人表示，

“朗峻·107数字花园”根据青年人才的切实需求，构
筑了集住宅、商业、园林、配套设施于一体的生活圈，
成为新一代产业社区的名片。随着入驻企业的不断
增加，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急迫，需要各类高层次
人才与产业社区携同发展。在今年 4月，双方率先
尝试推出“乐业计划”，为专家人才提供“乐业特享
房”，这也是深圳房企首次为人才提供“特享房”，“乐
业特享房”一经推出，就受到专家人才的欢迎。

“由企业推出的‘青年人才共有房’计划在全国
还是第一次，不仅为深圳的住房体系进行了有益的
补充，也让深圳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增加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中房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张梧峰表示，该计
划有三大优势：一是降低青年人才的置业门槛，只
要一半资金就解决了住房问题；二是实现了青年人
才、企业和产业三赢；三是可以吸引并留住更多的
青年人才。

据扬子晚报报道 最近，苏州发布一系列人才新
政，围绕吸引集聚一流顶尖人才、构建一流创新集群
生态，苏州全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

据悉，此次发布的人才新政包括实施顶尖人才
（团队）“一人一策”，提供量身定制、上不封顶的特殊
支持；布局一批宜居宜业人才社区，在 3年内提供 10
万套人才公寓、最高 800万元购房补贴，最高 100万
元引才奖励；对引进的重大创新团队、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给予最高5000万元、1000万元的项目经费；推动
创投资本集聚，设立直投规模超 20亿元的姑苏人才
基金，推出国内最高授信额度的人才贷，提供最高
5000万元（企业）、500万元（个人）无抵押信用贷款。

聚焦青年人才成长，苏州提供求职就业、见习实
习、创新创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提供安居保障、奖补

资助、文化体验、政策匹配等一揽子服务举措，积极
营造“苏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苏州更有为”的青
年发展最优生态，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来苏州寻
找机会、成就梦想。

据悉，苏州结合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现实基础和
区域人才集聚的现状趋势，探索建设一批高品质人才
社区——在独墅湖科教区、太湖科学城等重点区域建
设一批示范点，在UWC+创新岛、智谷小镇、苏州·湾
里等打造一批人才集聚社区，推动苏州全域形成创新
能力卓越、引领作用突出、生态环境优良的国际人才
集聚高地。目前，苏州已经把50余项人才政策梳理形
成一整套有逻辑、有层次、分类好的人才政策体系，人
才通过“苏 SHOW才”政策一点通，即可实现人才政
策个性化匹配、便捷化申报、一键式兑现。

据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广
陵区发布《关于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政
策》，致力于打造高端人才集聚区、青年人才首选区、
产才融合引领区、宜业宜居生态区。

鼓励企业通过重大人才项目引才育才，对获
批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省“双创团队”、市“双创团
队”的项目，分别最高给予企业（人才）相关等级
奖励。鼓励企业引进“高精尖缺”人才，对企业全
职新引进计税年薪 40万元以上并签订 3年以上劳
动合同的海内外博士，按当年实际支付年薪的
20%给予用人单位补贴。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
才，设立“引才伯乐奖”，最高给予 50 万元引才奖，
鼓励中介机构（个人）引荐人才来广陵创新创业。

深入实施“广聚英才”计划，每年组织两次项目

评审活动，对创新创业团队，最高给予500万元资助；
对自主创业项目，最高给予 300万元资助；对企业创
新项目，最高给予100万元资助。区级资助项目同时
获批市级以上人才项目资助的，区配套单独执行。

更大力度打造人才创新创业好生态。鼓励园
区、镇街立足产业发展需求，制定各有侧重、针对性
强的人才政策，给予人才创新创业集成支持。聚焦
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对顶尖团队，给予产
业基金扶持，实行“一事一议”。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对获得国家、省、市创新创业大赛奖励的团队分别给
予资助。开展优秀人才走访慰问，组织创新创业杰
出人才和人才集聚示范单位评选，给予 5万~20万元
奖励，优先推荐杰出人才和示范单位负责人作为“两
代表一委员”候选人。

据乐居网消息 近日，武汉经开区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的实施意见》，从人才引
育、服务配套、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和保障机制等
方面出台了十条实施意见（又称人才强区政策“黄金
十条”）。目前，武汉经开区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实施
细则。

“黄金十条”分别为：提升“车谷英才计划”，实施
青年人才“春笋行动”，推进著名社会人才“培育工
程”，设置人才收入专项奖励，推动产业教授“双百行
动”，设立车谷人才基金，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开展人
才安居“暖心行动”，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加强人才工
作保障。

在住房方面，实施青年人才“春笋行动”中提到：
对符合条件的全日制博士，给予最高15万元生活补
贴或购房补贴及最高 1万元购车补贴；对符合条件
的全日制硕士、“双一流”本科毕业生分别给予最高
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以及最高 6000元、3000元购
车补贴。

在租房方面，开展人才安居“暖心行动”中提到：
对符合条件引进、培育的国家、省、市、区重大人才工程
入选者，在该区租住人才公寓的，给予最高三年免租；
在该区购房的，给予政策支持。另外，该区还将大力筹
集建设人才公寓，制定人才公寓建设规划，在交通便
利、配套完善、产业集中的区域优先布局人才公寓。

首推“青年人才共有房”计划 实施顶尖人才（团队）“一人一策”

出台人才扶持政策
出台人才强区政策“黄金十条”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程序有哪些？
莆田市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经办人答记者问

喜盈门国际商业连锁企业最早创立于 1997年，总
部设于上海，旗下项目发展遍及上海、福州、厦门、泉州、
莆田、南昌、长沙、四川遂宁、海口等城市。25年来，公
司迅速发展壮大。在未来的日子里，公司还将在全国范
围内进一步扩大连锁企业的规模。莆田喜盈门作为喜
盈门大家族中的一份子，于2014年6月28日盛大开业。

招聘岗位1：行政副经理（1人）

岗位描述：
1.负责公司行政管理工作，促进管理安全、有序进行；
2.负责协调公司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
3.负责组织公司重大活动、年会、员工团建、节假日

福利活动等。
任职资格：
1.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五年以上行政管理或

相关管理工作经验，两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2.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具备较强的计划、组织、

协调能力。
薪资待遇：6000~7000元/月，月休 6—7天，五险一

金，话补、餐补、交补等。

招聘岗位2：招商主管/专员（2人）

岗位描述：负责商场商铺招租和租金收缴。
任职资格：
1.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
2.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
薪资待遇：4000~6000元/月，月休 6—7天，五险一

金，话补、餐补、交补等。

招聘岗位3：设计师（10人）

岗位描述：接洽客户，根据客户要求出设计方案，与
客户签订合同。

任职资格：
1.室内设计/艺术设计专业；
2.能熟练操作CAD。
薪资待遇：底薪+提成3000~10000元/月不等，月休

4天，无夜班等。

招聘岗位4：展厅销售顾问（50人）

岗位描述：负责建材家具类商品销售。
任职资格：
1.18—40岁，学历不限；
2.性格开朗，喜欢挑战高压高薪。
薪资待遇：底薪+提成3000~10000元/月不等，月休

4天，无夜班等。
单位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霞林街道荔园东路199号
联 系 人：徐女士 0594-2277772/18159012187

（微信同号）

深圳企业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

武汉经开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