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t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各盟市中心支行、呼和浩特各旗县支行，各盟市财

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各政策

性银行内蒙古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各股份制商业

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内蒙古分行，内蒙古自治

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包商银行，内蒙古银行，鄂尔多斯银行，

乌海银行，渣打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呼和浩特金谷农商银行，呼

和浩特市各村镇银行:

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 (银发 (2016J
202 号)精神，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
心支行联合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制定《内蒙古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 ，请认真学

习和深刻领会文件精神，加强组织领导和部门工作协调，按照各

自职责分工，把握工作重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服务，加大

对创业担保领域的金融支持。

请人民银行各盟市中心支行、呼和浩特各族县支行会同当地

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本办法联合转发至辖区各相关

机构，并加强组织协调，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联系人:伊丽琪

联系电话: 0471-6650247
传真: 0471-6650367
邮箱: rmyhhbxd@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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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 (银

发 (2016) 202 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创业内蒙古"行动计划 (2016 年一 2020 年)的通知》和《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

意见))(内政发 (2015) 103 号)精神，进一步促进创业带动就
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创业担保贷款，是指为符合条件的创业

者个人或小微企业为借款人，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提供担

保，经办金融机构发放，财政部门给予贴息(小微企业自行选择

贴息或担保中的一项) ，用于支持个人创业或小微企业扩大就业

的贷款业务。

本办法所称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以下简称"担保基

金" )，是指由地方政府出资设立的，用于为创业担保贷款提供

担保的专项基金。担保基金由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级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负责运营管理。

本办法所称经办金融机构，是指开办担保贷款业务的固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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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

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下简称贷款

经办金融机构)。原则上凡愿意参与就业创业工作的金融机构，

均可作为贷款发放主体。

第二章贷款对象范围与用途

第三条将创业担保贷款对象范围在目前小额担保贷款对象

范围基础上调整扩大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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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

员、返乡创业农牧民工、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对上述

群体中的妇女，应纳入重点对象范围。

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首套住房贷款、购车贷款以外，个

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以户为单位)自提交创业

担保贷款申请之日起向前追溯 5 年内，应没有商业银行其他贷款

记录。

第四条将现行适用于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调整为适用于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对小微企业当年新招

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不包括大学生村官、留学

回国学生、返乡创业农牧民工、网络商户)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

职职工人数 30% (超过 100 人的企业达到 15%) 、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经办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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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小微企业信用记录良好，无拖欠职工工

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小微企业认定

标准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工信部联企业 (2011] 300

号)执行。

第三章担保贷款额度、期限、利率

第五条贷款额度。各经办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

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 10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合伙

创业或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贷款额度可适当提高。经办金融机

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确定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第六条贷款期限。面向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

不超过 3 年。贷款经经办金融机构认可，可以展期 1 次，展期期

限不超过 1年。各经办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发放的创业担保贷

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

第七条贷款利率。经办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的

创业担保贷款，贷款利率可在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基础利率的基

础上上浮一定幅度，具体标准为:贫困县(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上浮不超过 3 个百

分点，其余地区上浮不超过 2 个百分点，实际贷款利率由经办金

融机构参照贷款基础利率并结合贷款风险分担情况合理确定。各

经办金融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提高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实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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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或额外增加贷款不合理收费。

第四章担保基金

第八条将小额担保贷款基金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基金。担

保基金由地方财政部门筹集，所需资金从一般预算中安排，其他

专项资金或者财政专户资金不得作为担保基金的资金来源。

第九条担保基金用于为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创

业担保贷款提供担保。

第十条担保基金实行专户管理、封闭运行。担保基金运营

与经办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其他业务必须分离管理，单独核算。

担保基金担保创业担保贷款责任余额原则上不得超过担保基金在

该银行存款余额的 5 倍。

第十一条各盟市、旗县(区)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担保

基金的持续补充机制，适时扩大担保基金规模，不断提高担保基

金的代偿能力。

第五章贷款管理

第十二条创业担保贷款按照"借款人依规定申请、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按规定审核借款人资格、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

按职责调查、经办金融机构审核放贷、财政部门按规定贴息"的

流程办理。

(一)借款人持相关证明材料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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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担保贷款资格。

(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借款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资

格进行审核，对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在 7 个工作日内出具资格

认定证明。

(三)借款人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资格认定证明

和相关贷款申请材料，向经办金融机构提出贷款申请。

(四)经办金融机构资格审核通过后出具贷款合同等材料，

并告知借款人携带相关材料至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担保办理。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审批并确认担保的，借款人将申请材料连

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出具的相关材料提交至经办金融机构办理贷

款手续。

(五)经办金融机构按季度向财政部门申请贴息资金。财政

部门审核通过后，在 1个月内向经办金融机构拨付。

第六章时息管理

第十三条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在国家规定的贷款额

度、利率和贴息期限内，按照实际的贷款额度、利率和计息期限

计算。其中，对贫困县(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

部门给予全额贴息;其余地区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财

政部门第 1年给予全额贴息，第 2 年贴息 2/3 ，第 3 年贴息 1/3。

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按照贷款合同签订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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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利率的 50% 给予贴息。

第十四条贴息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担。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的分担比例为 7 : 3; 地方财政 30% 的部分，由自治区和

盟市财政共担，分担比例为 7 : 30

第十五条对展期、逾期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不予

贴息。

第十六条财政部门应建立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机制。按各地

市当年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总额的 1% ，奖励创业担保贷款工作
成效突出的经办金融机构、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

等单位的相关工作经费补助，也可少部分用于对基层劳动就业、

财政和人民银行等部门进行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培训|、宣传、专题

调研的工作经费补助。

第七章部门职责

第十七条人民银行负责会同当地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共同做好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组织和实施工作;建立

健全创业担保贷款数据统计和监测制度，加强各部门信息沟通和

共享;对经办金融机构创业担保贷款业务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做好征信系统管理和查询工作，为金融机构开展创业担保贷款业

务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八条财政部门负责做好担保基金、财政贴息和奖补资

金的监督和管理工作，明确担保基金来源和补偿机制，确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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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拨付到位。

第十九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做好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人资格审查;配合经办金融机构对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人情况

进行调查工作;积极向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者提供创业指导、创业

培训等服务;加强创业担保贷款的宣传，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受

益面。

第二十条经办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发创业担保贷款金融产

品，承担创业担保贷款审核、回收的主体责任，做好创业担保贷

款的贷前调查、贷后跟踪、贷款催收、追偿等工作，积极支持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确定相

关业务部门及经办工作人员负责办理，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优化

贷款审批发放流程，提高贷款服务效率。鼓励经办金融机构通过

营业柜台、手机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公示贷款办理流程和贷款申报

材料要求。季末 10 日内，经办金融机构按季向当地人民银行、

财政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报送《创业担保贷款季报表》

(见附表)。

第二十一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积极做好对借款人的担保

服务工作，简化担保条件和手续。对担保的贷款项目、贷款金

额、发放时间、期限、利率等进行认真核对和确认。确保担保基

金单独列账、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和封问运行。按季向同级财政

部门报告担保基金运营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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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对经办金融机构创业担保贷款业务进行监督管理，并视情况实

施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措施。

第八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此前发布的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有关规定与本办

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没有新的明确规定的，仍按

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实施前已生效的小额担

保贷款合同，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会同

内蒙古财政厅、内蒙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表: X X 年 xx 月 xx 银行创业担保贷款情况季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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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xx 年 xx 月 xx 银行创业担保贷款情况季报表
坦:Hfi n'tr"l ，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笔

如-

H

个人借款人创业担保贷款情况

借款人项目类别 借款人性质

化解 符合条

过剩 其中:
小微企 件的借

统计指标序号及名称 城镇
就业

复员
刑释 高校

产能 返乡 建档 女性
.'lI!1\'J业 款人合

合计
个人贷款 小微企业 登记 转业 企业 创业 网络 立卡 担保贷 {虫也IJ.'lI!
项目 贷款项目 失业

困难
退役

解教 毕业
职工 农民 商户 贫困

其他 借款 款情况 或共同

人员
人员

军人
人员 生

和失 工 人口
人 1\'J.'lI!

业人
员

当年祟 jf-It' 请贷款人数
2 当年累 ì1-巾 i(Í贷款金额
3 当年祟 i1- L!.审批贷款人数
4 当年累计已审批贷款金额
5 到1年祟 I1 发放贷款金额
6 祟 I1 发放贷款笔数
7 贷款余额
8 米 lt'l偿贷款笔数
9 创业捆缸货z;扭缸基盘当年串计ftl:l 金额
10 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余额
11 当年累计使用贴息资金金额
12 担保机构确立家数
13 1百支付给经办银行的贴息额
1-1 实际支付给经办银行的贴，巴顿
15 同1-1米付给经 1]-银行的贴，巴顿

备注 1、访填报戳至填表日上季~的数据 g

2、个人借款人指对符介创业担保贷款支将条件的个人发放的创收担保贷款对象 s

L 小微企业创收担保贷款指对付介条件的小微企业发放的创、 I~担保贷款 3

4 、个人 fI}款人创业担保贷款巾，战 {itt 在人JJj tl 类别分贷款总额与技借款人性质分贷款总额相等。
5 、其他形式下 i:Ci失业人 b1小额贷款指创业担保贷款之外的对下 j，<j失业人 1J1发放的贷款.
6、合 ìI们等于个人借款人创业担保贷款忖 'i~~数的与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悄况敖 f([ 以及其它形式下 j:Cj失业人 1.11小额贷款情况数的之冉 I •
7、请在季末 10 日内将本表发送至交互半台伊丽琪邮箱.一季度数据 5 月 10 日报送. 0471-6650247

填表人联系也话



内部发送:办公室，货币信贷管理处。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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