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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刚）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为进一步减少涉企收
费，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经省政府
同意，我省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

我省明确，从2018年 5月1日
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继续阶段
性执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19%
的单位缴费比例。

从2019年1月1日起至2019年
4月30日止，继续阶段性执行1%的
失业保险缴费比例。

自2018年 5月1日起，在保持
八类费率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工伤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截
至2017年底，下同）在18（含）至
23个月的统筹地区（包括无锡市江
阴市、徐州市沛县、苏州市吴江
市、苏州市常熟市、苏州市昆山
市、苏州市太仓市、淮安市淮安
区、淮安市金湖县、盐城市盐都
区、扬州市邗江区、扬州市江都
区、镇江市市本级、镇江市丹阳
市、镇江市句容市、泰州市泰兴市
等15个统筹区），以现行费率（含浮
动后的单位费率、工程项目缴费比
例，下同）为基础下调20%；累计
结余可支付月数在24个月（含）以

上的统筹地区（包括南京市、无锡
市市本级、徐州市丰县、徐州市铜
山县、徐州市睢宁县、徐州市新沂
市、徐州市邳州市、常州市市本
级、苏州市市本级、苏州市吴中
区、南通市、连云港市市本级、连
云港市赣榆区、连云港市东海县、
淮安市市本级、淮安市涟水县、盐
城市市本级、盐城市城南新区、盐
城市经济开发区、盐城市响水县、
盐城市滨海县、盐城市阜宁县、盐
城市射阳县、盐城市建湖县、扬州
市市本级、扬州市宝应县、扬州市
仪征市、镇江市扬中市、泰州市市
本级、泰州市海陵区、宿迁市市本
级、宿迁市宿城区、宿迁市沭阳

县、宿迁市泗洪县、省本级等35个
统筹区），以现行费率为基础下调
50%。降低费率的期限暂执行至
2019年4月30日。下调费率期间，
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
支付月数在18个月以下的，可以停
止下调。

据悉，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
险费率，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
重要部署，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
高。在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
同时，我省将加大社会保险扩面征
缴力度，进一步做实缴费基数，优
化参保结构，确保参保人员各项社
会保险待遇标准不降低和待遇按时
足额支付。

本报讯（罗刚）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全国选拔赛本月中、下旬分
别在上海、广州举办。此次，我省派
出87名选手出征51个项目的比赛，
参赛项目数、参赛人数均位居全国
前列，入选国家队的选手将有望明
年8月赴俄罗斯喀山参加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

据介绍，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
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引领和代

表着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
平。去年，我省选手在第44届世界
技能大赛中勇夺2金1银1优胜奖
并获得唯一的阿尔伯特大奖，为国
家赢得了荣誉。

我省明确，在全国选拔赛中荣
获前3名的选手将被授予“江苏省
技术能手”称号，晋升技师职业资
格；前3名选手及其专家组成员，凡
志愿到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工作
的，由院校自主招聘、直接进编。

本报讯（董军 胥广福）统计显
示，今年1-5月份，淮安市新增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7320万元，直接扶持
560多人自主创业，帮助一批小微企
业做大做强，完成年度目标的
52.3%，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总额
突破10亿元关口。贷款的发放额、
回收率、贴息资金投入以及带动就业
人数等核心指标均保持平稳发展势
头，创业担保贷款发挥社会稳定器和
创业助推器的功能日益明显。

据介绍，从2003年实施至今，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在淮安市创业扶
持政策体系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为
了让老品牌焕发新活力，市人社部
门将“创富淮安”与“人社精准扶贫”
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创业担保贷款
专项行动，通过资金扶持达到创富
与扶贫的双重效果，以思想大解放
力促创业扶持再上新台阶。

进一步优化目标考核体系。在

省、市原有目标任务基础上，自加压
力，今年全市计划新增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1.4亿元，落实创业引导资金
4000万元，落实创业贷款担保基金
4000万元，通过财政资金的有效投
入为创业担保贷款科学跨越发展保
驾护航。

做好人社精准创业扶贫。将返
乡农民工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纳入
创业担保贷款范围，贷款额度、贷款
期限分别提高到30万元和3年，对
个人发放的创业担保贷款，不再区
分微利和非微利创业项目，在贷款
基础利率上上浮3个百分点以内
的，由财政给予贴息。

启动2018年“创富淮安”行动
计划，编制工作目标，深入推进基层
组织创建，实施返乡创业行动，扎实
开展创富主题活动，全面落实创业
担保贷款，形成“万凤还巢”创业的
良好局面。

作为拥有47家上市公司、16万户市场主
体，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阴市，当高质量发展
成为新时代主旋律时，高质量创业干什么？
创新创业做什么？创业率先争什么？

江阴市人社局的答案是：全面贯彻落实
省委娄勤俭书记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系统
思维、创新引领、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务实操
作”要求，按照部省统一部署，在坚持系统思
维、创新思维、共享思维中推动江阴创业工作
高质量发展。

坚持系统思维，提升精准创业的
“江阴质量”

以系统化、精准化为抓手，完善工作机
制，提高创业管理和服务质量。

管理精准发力。走街串巷、走门入户，点
对点、面对面逐个对辖区应届高校毕业生进
行走访，这是江阴市澄江街道塔南社区人社
协理员李会每年6月的必修课。“在大学生离
校前就全面采集人员信息，精准掌握他们的
专业、学历、求职及创业意愿。”近几年，江阴
通过实名制管理，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所有
创业者建立开业指导、项目推介、补贴发放、
信贷支持等“六位一体”创业扶持体系，有效
激发了各类创业实体的活力。江阴率先在全
省开展劳动年龄段全员实名制管理，建成涵
盖全市63万多人的城乡人力资源专项数据
库，对其中有创业意愿的人群进行动态跟踪，
积极扶持自主创业。同时，加强创业项目管
理，启动建设创业“金点子库”。

区域精准统筹。江阴立足长远，扩大视
野，从三大维度统筹发力。统筹国际国内，启

动中国国际人才市场（江阴）市场实体化运
行，举办“智汇江阴”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对接洽谈会等活动，近年来引进海外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百余个。统筹省内省
外，与陕西延川、新疆霍城，省内睢宁、贾汪、
泰兴五县（区）合作建立5家跨区域“众富创业
园”。统筹城市乡村，各项政策措施无缝覆盖
城乡所有群体，全市形成“创在临港”等一批
特色品牌。

服务精准对接。优化服务体系，建立市
镇村三级创业服务网络，在市级新设创业管
理、创业孵化、创业补贷3个职能科室。优化
服务环境，围绕行政审批“2440”目标，进一步
简化审批流程，深入推进人社“一门式”服务
改革。优化服务机制，针对不同部门“多而
散”的创业赛事活动，牵头举办两届全民创业
大赛；针对大学生创业，举办创业夏令营等活
动；针对创业项目对接，建立江阴创业加盟云
市场，举办创业项目加盟会、创业项目对接
会；针对创客文化培育，成立创客空间联盟，
开展“创吧课堂”，全面造浓创业氛围。

史春龙，江苏飞慕生物科技总经理，之前
由于经营不善原本打算离开江阴，2015年江
阴全民创业大赛彻底“拯救”了他。在这个展
示自我的平台上，史春龙的泡沫制造技术项
目得到评委一致肯定，摘得大赛桂冠，现场拿
到了人社部门发放的30万元无息贷款。此后
的创业之路，史春龙“顺风顺水”，泡洗式洁具
参加央视《创业英雄汇》，获现场投资人全场
爆灯抢投。短短几年时间，飞慕科技销售收
入从几十万元增长到了1000万元。

坚持创新思维，彰显全民创业的
“江阴现象”

创新发展思路，从多路径切入，助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政策集成创新。江阴相继出台《关于聚

力创新实施“暨阳英才计划”的意见》等一系
列新政，形成完备的“六补二贷一奖”的扶持
体系，将创业担保贷款放贷额度提高至1亿
元，实现创业担保贷款与3亿元中小微企业风
险补偿资金池贷款双轨运作。近两年，全市
共累计发放各类创业补贴1145万元，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1.45亿元，发放资金池贷款3.17
亿元，各类资金发放金额稳居无锡设区市首
位。每年设立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民
间机构开展创业活动。

“在大学里，创业的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
心头。在江阴各种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我最
终选择回家乡发展。”法国留学归来的博棠电
商负责人童亮一坦言，江阴给广大创业者的
优惠政策不仅多，而且极具含金量。对照政
策，童亮一获得了为期3年，每年30万元的创
业担保贷款以及创业活动补贴等多项补贴，
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还吸纳了100多名毕业
生就业，培训电商人才2000多人。

载体多元创新。构建富有活力的创业生
态系统，促进载体多样化发展，全市累计建成
电商、美妆、物流、装饰设计等52家创业孵化
基地，其中包括国家级众创空间1家，省级创
业示范基地5家，领先全省同类地区。为扶持
大学生创业，人社部门还独立投资建成天安
创业谷、江南大学（江阴）创业园，形成东西两
翼的省级大学生创业园，目前共孵化创业项
目70个，在园项目年销售总额达6000余万
元。

何振海，江阴人，2015年成立江阴市凯
希特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第2
年，年销售额一举从10万增长至280万元。
看着企业运营范围逐步扩大，何振海打心底
里感谢那些在创业路上帮助过他的人。彼

时，初出茅庐的何振海，创业经历就是一张
“白纸”。“很幸运，我生在江阴，遇上了一
个鼓励创业的好时代。”没有场地，大学生
创业园为他免费提供办公区；缺乏节能方面
相关知识，市创业大学又送上培训“套
餐”，实施一站式服务，还有大学生创业园
创业指导专家和法律、财务等工作站的长期
驻园专家跟踪指导，“手把手”传授经验
……

典型帮扶创新。帮带引领，各镇街连续
多年推进“一对一”创业结对工程，为创业
者配备创业导师，提高初创项目的成功率，
近几年全市累计结对350个。项目引领，每
年同步遴选省级、市级大学生优秀创业项
目，并给予入围的20个市级优秀项目每个5
万元的奖励。典型引领，开展四届创业之星
评选，青年群体中崇尚创业、励志创业的示
范效应更明显。

地处江南水乡的江阴月城镇双泾村有着
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钱建新正是该镇农业领域创业的带头人之
一。在自己走上了勤劳致富之路后，钱建新
心系大学生创业，投资50多万元帮扶大学生
许黄飞创立优果农庄体验基地，发展水果采
摘、农事体验等农业休闲旅游活动，至今已
接待各类团队活动及游客近万人次。今年，
结对帮带的两人新开发了“废弃果树枝条培
养食用菌”项目，目前，废弃秸秆试种黄金
菇、鸡腿菇、猴头菇等已经初步成功，年底
前将建设1000平方米的试验基地。

坚持共享思维，打造创业发展的
“江阴品牌”

策应十九大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构建
具有江阴特色的创业工作品牌。

打响“创业大学”品牌。整合SYB、网
创培训和其他各类创业培训，在全省县级城
市中率先建成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的专业
化、社会化的创业大学，推出创业雏鹰班、
创富人生班、创业明星班、专家门诊班、网
络创业班5类创业培训班，目前已培训学员
2000多人。

打响“食尚江阴”品牌。发挥餐饮业服
务民生、扩大就业、促进创业的作用，从
2016年起，组织开展以“江阴邦菜”为主要
培训内容的“食尚江阴”万名技能型创业人
才培训工程，“十三五”期间将培养餐饮业
从业人员1万名，扶持新办餐饮业创业实体
500 家。目前全市已建立专业培训基地 6
家，完成特色培训78期共3120人。

打响“互联网+创业”品牌。契合新时
代创业工作“风口”，健全完善“指尖上”
的创业，建成包含9大功能模块的江阴众创
网，开通“创江阴”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
各类创业资讯，为创业者打造全方位、全要
素的“互联网+”创业平台。

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质量、效率、动
力变革，进一步增强发展动能，以创业工作
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江阴
同步走活“三步棋”：一是围绕质量变革，
加快载体建设。深化中国国际人才市场（江
阴）市场建设，推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积极完善创业项目库。二是围绕效率变
革，加快集成改革。大力实施人社“一门
式”服务，筹建创业“一站式”服务中心，
成立创客中心，推进创业培训指导中心实体
化运作。三是围绕动力变革，加快创新引
领。进一步创新政策，出台《关于做好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及完善全市创业孵化基地的建设管
理办法，全面打牢创业工作基础。

奏响富民强音 打造创业发展“江阴品牌”
——江阴推动创业工作高质量发展

南京实现失业登记“不见面”办理
本报讯（罗刚）记者从南京市人

社局了解到，该市在全省率先实现
失业登记网上“不见面”办理，劳动
者办理失业登记不用再跑腿，动动
鼠标即可完成。

据了解，失业登记网上办事功
能面向在宁所有符合失业登记条
件（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
力和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并
已成为市人社局公共服务平台个
人注册用户或有“我的南京”实名
账户的劳动者。凡符合上述条件
的劳动者只需登录网上办事系统
（https://m.mynj.cn:11097/），就

可在线录入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
材料的照片或扫描件。等待审核
通过后，即可完成失业登记并生成
电子《就业创业证》信息。凭此可
享受免费职业介绍、求职指导等公
共就业服务，也可办理单位用工登
记、灵活就业登记等手续。审核一
般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最长不超
过两个工作日。

为推动失业登记不见面办理工
作顺利开展，南京市劳动就业服务
管理中心还制作了《南京市失业登
记网上办事指南》，发布在市人社局
官网和市人社局公共服务平台。

淮安累计发放创业贷款逾10亿元

仪征市日前举办“2018 凤来仪·精
英人才创业周”活动，活动中展出的生
物工程、机器人、高端汽车零部件、夜视
仪、军用防弹服等一批新产品，让市民
感受到创新创业的魅力。 周晓明/摄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刘荣华 陆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