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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业业型型城城市市 文文登登实实至至名名归归
本报记者 李伟 通讯员 王洪浩 李佳伟

文登，一座创新活力能够尽情释放的城市。
文登，一个干出来的创新创业新天堂。
文登，“一揽子”优惠政策引领创业立竿见影。
文登，政府促进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参与创业。
2017年，实现辖区创业活跃度达到15 . 68%，创业活动成功率达到73 . 25%，创业服务率达到

82 . 58%，创业环境满意度达到81 . 25%以上，就业贡献率年均达到10 . 13%，全民创业氛围浓厚。
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在引领全民创业，在营造良好创业生态环境的路上脚步铿锵，山东省省

级创业型城市的荣誉称号实至名归。

优惠政策火力全开

2017年，文登共受理一次
性创业补贴，岗位开发补贴业
务共计202笔，发放补贴138 . 6
万元，发放创业贷款87笔，共计
1147万元，成功扶持1000多人
实现创业，直接间接带动就业
5000多人。

引领全民创业，文登优惠
政策火力全开。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
于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文件
精神，帮助更多创业人员成功
创业，文登区严格按照上级文
件要求，抓好落实各项创业扶
持政策的落实。

对于创业者来说，资金无
疑是一个不好逾越的“拦路
虎”。为帮助创业者起好步，文
登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帮助创
业者解决资金难题。在全面落

实省、市级创业资金、保险补
贴、税收减免等支持政策的基
础上，文登区全面汇总了各部
门创业扶持政策，集中政策合
力，精准帮扶重点群体成功创
业，每年拿出不低于1000万元，
专门用于创业贷款等补贴发
放；对初次创业个体工商户、小
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进一步
提高到5000元、2万元，一次性
岗位开发补贴提高到2000元，
将创业担保贷款基金规模扩大
到1623万，实现创业担保贷款
贴息8115万元。

同时，文登区还修订出台
了《文登英才计划》，每年拿出
1000万元专项资金，针对高端
人才、大学生等创业主体的不
同需求，实行个性化的扶持奖
励，提高扶持的精准度，调动创

业的积极性。
文登区还不断加强部门联

动，人社局、妇联、共青团等创
业服务部门每年年初会同区财
政局依据区政府确定的就业创
业管理职能和目标任务，编制
就业创业项目年度预算草案，
对通过审核后的预算方案进行
公开，年终决算后对项目资金
的使用情况在网络上公开，接
受社会监督，提升资金的使用
透明度。组织财政、审计人员定
期对创业就业资金、基地奖补
资金进行审查、规范资金管理
流程；在创业补贴审核过程中
上，建立“初审把关-系统审核-
实地查看”三位一体的补贴审
核新模式，在落实审核流程的
基础上，增加实地查看环节，实
地考察申请人经营状况，留存
影像资料，确保创业扶持资金
落实到实处。

此外，文登区还专门成立
了创业服务大厅，依托区人力
资源大厅，设立创业服务窗口，
开设创业服务专线，简化业务
办理流程，根据不同的创业主
体，列出创业服务清单，制定创
业流程图，集中办理创业服务
事项，引入邮政银行、商业银行
及建信银行等多家银行入驻办
公。同时，创业服务大厅在威海
市范围内率先开展“柜员制”，
进一步提高了创业服务效率，
将服务水平从以往的“一站受
理”提升到“一窗口办理”。

“保姆式”贴身服务

近日，文登第七届创业沙
龙活动在绿谷孵化基地举行，
吸引了全区各行业40多名创业
者参加。本次沙龙活动由区人
社局、开发区管委主办，绿谷创
业孵化基地承办，以提升创业
者创业水平为目标，邀请清华
大学建筑学博士，唐恩设计创
始人兼执行总监李久太分享创
业经验。

学员臧又月告诉记者，她
从事养生行业，是威海创业大
学文登区首届培训班的学员，
在2015年参加了创业大学的培
训，到现在也将近3个年头了。
以前她在创业的路上走过很多
弯路，经过和创业大学的老师
交流，她的创业路慢慢地走上
了正轨。

近年来，文登区积极开展
就业创业培训下基层“五进”、

“创业导师进基层”、“创业企业
大走访”等系列专项活动，通过
采取“联络员+辅导员+创业导
师”的创业辅导模式，实现创业
服务末端延伸，为创业者提供

“伴随式”创业服务。积极加强
与威海创业大学、漫游世纪等
专业机构的合作，组织举办创
业沙龙、创业论坛等活动，不断
加大创业就业培训力度，重点
针对大学生、失业职工、退伍军
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创业齐鲁
训练营”、“英创会”、创业沙龙
等创业培训活动200多场次，累
计培训学员2万多人。

与此同时，针对失业职工、
退伍军人、农村妇女等群体的
创业培训，文登区积极探索保
姆式服务新模式，对他们进行
创业的基本知识培训。为保证
培训效果，不断加大对创业培

训师资建设力度，从多个层次
选拔优秀人员加入创业培训教
师队伍。目前共有创业导师16
人，组建了由就业创业专家及
创业典型为主的创业指导专家
志愿团，成员达到20多人。培训
过程中把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
列入课程科目，并安排不同的
创业典型现身说法与学员分享
创业心得、创业经验，分析创业
失败原因，激发参加培训创业
人员的创业热情，提高创业成
功率。

此外，文登区还全力推行
“先行先试”、打造“可复制、可
推广”的创业实训模式，2014
年，文登区在威海市率先与威
海创业大学开展合作，组织开
展了“创业知识+模拟实践+实
际操作+跟踪扶持”四级创业培
训，以创业服务和孵化为主线，
以创业结果为导向，逐步摸索
出了以精准实用为核心，服务
创新为理念的创业服务新模
式，经过几年的摸索，文登区与
威海创业大学在创业实训、跟
踪服务、创业指导等方面合作
已全面展开，各项工作成果突
出。2017年以来文登区参加创
业培训人数共计1289人，培训
合格率达到100%，其中2017年
参加创业培训为989人，目前已
有841人成功创办或合伙经营
私营企业、个体工业户，创业成
功率达到85%。

内联外引搭建创业暖巢

5月22日，新动能双创
基地启用暨“全球创新中心
威海分中心”“威海丝路经
贸合作促进中心”“文登新
动能双创培训中心”揭牌仪
式在文登举行，新动能双创
基地总建筑面积1 . 2万平方
米，可入驻100多家企业，分
为人才培训与创业指导、科
技孵化和新技术企业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示范与展示、
优势产业和项目引进四大
功能板块，涵盖了全球创新
中心威海分中心、威海丝路
经贸合作促进中心、文登新
动能双创培训中心和新动
能双创大厦，现已入驻“四
新”模式企业26家。

近年来，文登区先后建
成了文登创业孵化基地，南
海蓝色创业谷2家省级创业
示范基地(园区)，文登创业
广场、创客小镇等4家市级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投入资
金约12 . 3亿元，孵化场地达
到24 . 64万平方米，创业基
地数量、规模均位居威海市
第一。

深化放管服改革，文登
区将新修订的所有审批事
项全部集中到1 . 5万平方米
的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基本
实现了“进一个门办一切
事”；全面实施模块化审批
流程再造，率先启动了企业
设立登记联审联批服务，审
批时限由原来的41个工作
日压缩到1个，并将个体工
商户、农民合作社的审批权
限下放至镇级便民服务中
心，为创业者提供了极大便
利。

为强化组织领导，形成
各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文
登区专门成立了由区长任
小组组长，人社、财政、工
会、共青团等相关部门为成
员单位的文登区创业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了部门联席
会议、工作例会、监督检查、
部门职责分工和情况通报
等项工作制度，并抽调骨干
力量，在威海市率先成立创
业指导服务中心，各镇(办)
还在基层办事大厅设立创

业服务窗口，基本实现了创
业服务网格化管理，区、镇
两级创业服务机构均可为
创业者就近提供政策咨询、
项目对接、培训指导和手续
办理等“一条龙”服务。截止
目前，文登辖区内共获评省
级创业型社区5家,市级创业
型乡镇、社区6家，服务企业
2114家，直接间接带动创业
就业人员16221人。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在
区创业指导中心的指导下
每家创业平台均成立了专
门从事项目筛选、创业项目
投资、引进及入孵企业管理
的专业机构，有针对性地引
进风险投资、财务管理、管
理咨询等专业性配套服务
企业，为入孵企业提供了专
业的创业服务。目前全区市
级以上创业孵化基地已累
计容纳创业个体1456家，入
驻创业实体1238家，实现创
业带动就业9373人。在做好
基地建设同时，文登区还积
极探索众创空间、创科驿站
等新型载体，全区已建成5
家市级众创空间，每年组织
各类创业活动20多场，辐射
创业群体1000多人。

好的创业创新氛围，
离 不 开 舆 论 的 支 持 和 引
导。每年文登区拿出专项
资金用于创业政策宣传。

《大众创业 万众创业》专
题宣传片、《创业秀场》专
题节目，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专版，《创业者》宣传读
本，创业政策宣传短信，创
业广告宣传牌，宣传全区
创业典型，创业宣传条幅，

“创业就业政策宣传日”活
动……一系列宣传手段全
面展示了创新创业人物的
时代精神，将创业优惠政
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
了全面解读，让群众一看
就懂，一读就明白，用舆论
的力量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让创业、创新真正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
动能。

文登，创业型城市，实
至名归！

创业活动。

创客驿站。创业基地。

创业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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