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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情情创创业业、、创创新新、、创创富富，，圆圆梦梦孔孔孟孟之之乡乡

本报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郭召利 李金山

2012年7月，在国务
院召开的全国就业创业
工作表彰大会上，济宁
市荣获“全国创业先进
城市”光荣称号。为深入
巩固这一创建成果，三
年来，济宁市出台了一
系列鼓励创业的政策措
施，在孔孟大地上掀起
了“大众创业”、“草根创
业”的新浪潮，形成了

“万众创新”、“人人创
新”的新态势。

个人自主创业
享受多种补贴

为鼓励创业，济宁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除了免费创业就
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创业
孵化基地，举办创业比赛，还
包括职业培训补贴、吸纳毕业
生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
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具体来说，享受职业培训
补贴的人员范围包括：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业劳
动力、高校毕业生(含毕业学年
大学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
高中毕业生(“两后生”)、企业
在岗职工、退役军人、残疾人
和即将刑满释放的服刑人员。
符合条件人员每人每年只能
享受一次职业培训补贴。享受
职业培训补贴的培训期限最
长不超过12个月。职业培训补
贴标准为每人每年初级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800元、中级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1200元、高级职
业技能培训补贴1200元、创业
培训补贴1600元。

对各类企业招用就业困难
人员、特困家庭高校毕业生，与
其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可在相应期限内，按其
为就业困难人员、特困家庭高
校毕业生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含大
额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给予
补贴，补贴标准按照当地社会
保险最低缴费基数计算，社会
保险补贴均不包括就业困难人
员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以及企业和个人应缴纳的其他
社会保险费。

同时，各类企业吸纳择业
期内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
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的，按实际吸纳人
数，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岗位补贴，
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元，每名
高校毕业生只能享受一次。

对2014年1月1日后，各类
人员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并正
常经营 1年以上的个体工商
户，创业者可向经营所在地同
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就
业服务机构申请一次性创业
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3000元，
每个创业人员只能享受一次。
对2014年1月1日后，首次领取
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
的小微企业，吸纳登记失业人
员、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订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的，创业者可向经营
所在地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申请一
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每
人12000元，每个创业人员只能
享受一次。

另外，2014年1月1日后各类
人员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创办的
小微企业，对从事创业活动人
员吸纳登记失业人员、毕业年
度高校毕业生(不含创业者本
人)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满12个
月(含12个月)以上的，可按照申
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
向创业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申请一次
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补贴标
准为每个岗位2000元，每个创业
人员只能享受一次。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政策链接

自2012年，济宁市人社局就
确定了每两年举办一次创业大
赛的制度。如今，创业大赛已成
功举办了两届。每年都吸引几百
人参加。

2014年9月，济宁市第二届
创业大赛决赛开赛在即，市民杨
先生带着自己上门洗车的项目
搭上了报名的末班车。去年初，
杨先生萌生了个念头，做一家提
供上门洗车服务的公司，这样可

极大节省有车一族的时间。“我
自己有车，每次因工作太忙没时
间去清洗时，就会想要是有人能
到小区服务多好。”杨先生说。

在创业过程中，有些创业者
把目光放在能让人一夜成功的
东西上，而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
创业过程中。其实，每个创业成
功者背后，都是享受过程、充满
激情的。

在2014年的第二届山东省

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济宁推荐的
3个参赛项目均获奖，其中山东
联诚汽车混合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获得初创企业组一等奖，山东
游骑兵汽车电控技术有限公司
获得创业项目组三等奖、山东华
尚电气有限公司获得成长企业
组三等奖。

从2014年起，济宁市还开展
了全市创业型乡镇(街道)、社区
评选活动，授予了梁山县拳铺镇

等12个乡镇(街道)济宁市创业
型乡镇(街道)称号、授予了汶上
县苑庄镇小秦村等20个社区济
宁市创业型社区称号，并分别给
予10万元、3万元的资金奖励。目
前，2015年的市级创业型乡镇
(街道)、社区评选工作已经启
动，共有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等
24个乡镇(街道)、任城区金城街
道常青社区等24个社区申报。

“商品流”、“供应商”、“现金
流”……8月5日，正值暑假，任城
区安居街道西正桥小学三楼一
间教室里，却传出了老师上课的
声音。原来，今年安居街道第三
期农民创业培训班在这里开班
了。SYB创业培训师周宏强正在
给50名农民讲解创业所需知识。

天气炎热，不到半小时，创
业导师的衬衣已被汗水浸湿。

“学生”们听得十分认真，不时在
笔记本上记录着。今年30岁的李

梅是其中一名学生，她有着自己
的创业小梦想。“我现在开小餐
桌，招收了15名学生，想扩大下
规模。”李梅说，自己并不懂太多
创业的理论，这次正好暑假期
间，可以“充充电”。

这里进行的创业培训，在济
宁其他农村、社区课堂上，还不
时开展着职业技能培训。比如面
点培训课上，黑板、讲桌、煤气
灶、烤箱、蒸锅等一样不少，资深
面点师们将各种面点制作方法

传授给这些学员。高校里也不定
期开创业培训课，导师们为大学
生们带来鲜活的事例，鼓励更多
人走上创业的道路。2012年以
来，济宁全市共开展技能培训
24 . 35万人，创业培训7 . 1万人。

“今年济宁将实施开展培训
质量提升年活动，全面推行‘四
单式’培训模式，依托定点机构
全面开展就业培训进乡镇、进农
村、进社区、进企业活动，将培训
送到群众家门口。”济宁市就业

办公室副主任金霞介绍，金乡县
正在探索实施就业技能培训与
重点产业、特色产业企业对接合
作，任城区建立36处就业培训基
地打造“两公里就业培训圈”，梁
山县实施“就业培训大篷车”进
企业、进村居(社区)等活动。启
动就业培训进监狱工程，年内将
在任城监狱、邹城监狱、微湖监
狱等8所监狱为2000余名即将刑
满释放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

创业就业培训送到家门口

想创业，资金是必要条件。
为让有创业意愿的人员顺利启
动创业梦想，小额担保贷款，受
到众多创业者欢迎。

今年38岁的于磊在城区开
了一家粮油店，店小利润低，从
1998年开业至今，一家人也没攒
下多少钱。早就想扩大经营的
他，一次偶然机会听到朋友介绍
市就业办可以提供小额担保贷
款。“听说之后，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就去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热
情。”就这样，在去了几趟市就业
办后，于磊顺利拿到了15万元的

小额担保贷款。如今，在这15万
元的帮助下，粮油店里更新了货
架，增加了商品品种，销售额明
显增加。

“今年以来，济宁全市共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3 . 85亿元，扶持
5965人创业，带动就业2 . 98万
人，于磊只是其中一员。”济宁市
就业办公室小额担保贷款服务
科科长徐辉称，高校毕业生、登
记失业人员、军队退役人员、被
征地农民、残疾人、随军家属、返
乡农民工、城乡妇女自谋职业、
自主创业以及境外就业的，均可

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个人申请小额担保贷款最

高不超过15万元；对合伙经营和
组织起来就业，并招用符合申请
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人员5人以
上的，可适当扩大规模，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对当年新招用符
合小额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
员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总数
30%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
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劳动
密集型小企业申请贷款的，根据
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贷款额
度，最高不超过400万元。小额担

保贷款期限3年。从2012年以来，
济宁市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4 . 6亿元，1 . 5万人实现创业，带
动就业5万余人。

今后，济宁将继续实施万人
创业助推工程，创业在城区创业
担保贷款公共服务中心，享受

“一站式”服务。济宁市还将进一
步深入实施小额担保贷款“快易
贷”活动，依托小额贷款信息管
理服务平台，进一步缩短办事周
期，确保年内完成发放贷款6亿
元、扶持创业1万人，带动就业5
万人。

创业资金有了更多保障

创业激情被逐步点燃

创业导师给“学生们”讲解创业政策。

高校毕业生是最具活力和
创造力的群体，扶持高校毕业生
创新创业，对于带动全民创业、
促进充分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在济宁，每年有创业想法
或真正参与到创业中的大学生
越来越多，其中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功不可没。目前，济宁所有
县市区通过新建、置换等多种方
式，都建设了不低于1万平方米
的集各类人员创业于一体的创
业孵化基地(园)，其中邹城、汶
上和济宁高新区大学生创业孵
化基地等四处基地被评为省级
创业示范基地。

邹城西外环，成立于2012年

的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引人瞩
目，在这片现代建筑群里，一家
家小型企业正在慢慢成长。2012
年10月，山东游骑兵汽车电控技
术有限公司在孵化基地成立，
2014年初开始生产，如今，公司
已向国内多家公司小批量销售
产品，并出口西班牙等地，一年
销售出近4000台机器，吸纳了40
余人就业。

截至2015年4月，邹城市大
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已经有90余
家企业入驻，企业存活率86%以
上，已形成以机械设备、新材料、
现代装备设计制造、生物医药等
主导产业集群。今年，在建的济

宁市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中心的
4—7层将作为济宁市创业大学
的总部办公地，并依托济宁市人
才大厦建设济宁市创业孵化基

地。如果大学生已经有了创业想
法，却还没有成熟的项目方案或
者团队，那就到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来吧！

创业项目在孵化基地破壳

济宁推出多种创业政策项目，创业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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