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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hang news

随着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东风
的吹起， 一个大众创
业、 万众创新的春天
正向我们走来。
日前，中国(南昌)
VR 产业基地创新孵
化中心正式启用，首
批近 50 家企业签约
入驻。 打开一个名叫
“票萌” 的微信公众
号，40 多家景区汇集
在这里同台特卖，瞬
间可吸引 3 万多在
线客户
“
秒杀”优惠门
票。 安装一款“
约课
吧”APP，家长可以方
便地为孩子选择家附
近的各类优秀老师
……今天的南昌，已
成为一座创业之城、
创新之城， 南昌人民
迎来了一个可以做
梦、圆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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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式服务助全民创业 南昌成为创业之城

记者 蒋雅楠 文 马悦 图
实习生 潘子虎

今年前 5 个月
全市发放 3.5 亿创业贷款
服务：
保姆式服务
助创客创业
记者在西湖区林垦创新创业园
内看到，
“
创客”毛丽汀在办公室内忙
碌着。作为首批入驻林垦创新创业园
的电商企业之一，易田电商目前发展
势头迅猛，已经在鄱阳县、余干县等
5 个县建立了县级运营中心，并已有
100 多种江西特色农副产品入驻易
田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售。
“我们主打农村电商， 整合传
统零售资源， 构建县乡村三级网
络，通过建立县级运营中心，最终
覆盖到村。 ”毛丽汀是易田电商的
负责人，她介绍，老百姓可以在家
门口通过易田移动电商终端购物
机订购商品，当地种养殖经营户也
可通过购物机上传农副产品信息，
让江西地方农副产品走出去。 易田
电商的发展优势还赢得了农业生
产企业的青睐。
“今年 5 月底， 通过园区搭建
桥梁， 我们和江西农博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建立了深层次的合作， 他们
给我们投资 200 万元，还把他们公
司旗下生产的农副产品都放在易田
电商平台上销售。 ”毛丽汀说，她的
创业之路上， 有专业的创业导师支
招，也有天使投资团队“
搭桥铺路”，
南昌为创业者提供保姆式的服务。
据了解，今年以来，南昌不断健
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 从创业
意识、创业能力和创业环境着手，着
力培育创业文化， 大力加强创业培
训，不断提升创业服务，有效激发了
全社会的创业热情， 鼓励和扶持了
一大批城乡劳动者成功创业， 实现
了以创业带动就业， 以创业促进经
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今年 1-5 月，全市开展省内工

和帮扶。目前，我市的专家志愿服务
团已发展到 115 人，服务范围覆盖
70 多个行业。

资金：
今年前5个月
已发放3.5亿创业贷款

大学生创办买菜网
业园区定向培训 10967 人，创业培
训 2020 人， 其中大学生创业培训
933 人。 截至目前，全市建立各类创
业孵化基地 17 个、 高校大学生创
业就业指导中心 6 个。

平台：
一站式的服务平台
打通创业各环节
近年来， 我市大力开展创业服
务体系建设， 注重创业孵化平台的
建设，如今，一站式的创业服务平台
已经覆盖全市。
目前， 我市 13 个县区已全部
建立创业指导中心， 搭建了项目推
介、创业培训、创业测评、专家咨询、
创业见习、 开业指导、 创业孵化等
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121 家街道
（乡镇） 劳动保障事务所、344 家社
区劳动保障服务室都开辟创业绿色
通道和创业服务窗口， 形成了覆盖
市、县（区）、街道（乡镇）的三级服务

网络。
“我们通过改造升级了南昌创
业项目资源库， 利用各级创业服务
网络， 形成了创业项目信息公共发
布对接平台。 通过开展创业项目的
征集、评估、推荐工作，实行创业项
目风险评定、策划运作、成效反馈等
动态管理。”南昌市创业指导中心主
任谌勇军介绍， 全市共征集创业项
目 930 个，其中高校毕业生创业项
目 532 个，成功推介对接 350 个。
有了创业项目不懂运作怎么
办？南昌请专家来帮忙。我市形成了
一套从创业培训、创业实训、创业见
习、创业孵化“一条龙”的创业培训
和指导工作机制， 并完善专家创业
指导志愿服务团队伍建设， 为创业
学员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服务， 以企
业家的成功经验帮助高校毕业生了
解掌握企业创办、运行、管理、发展
的各个环节，为其提供创业技术、资
金、信息、场地、法律等方面的指导

对于创业者来说， 筹集资金往
往是创业初期需要面对的最大难
题， 小额担保贷款为南昌的创客插
上了助力的翅膀。
南昌在全国率先实行“扶上马
再送一程”的“二次扶持”和“再扶
持”创业小额贷款新举措，将个人
创业贷款提高至 10 万元， 企业贷
款额度提高至 400 万元，逐步建立
政府鼓励创业、 社会支持创业、劳
动者勇于创业的新机制。 近五年
内，南昌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超过
44 亿元，仅今年 1-5 月，我市就发
放小额担保贷款 3.5335 亿元 ， 其
中支持个人创业 2.2210 亿元，劳
动密集型、促进就业基地等企业贷
款 1.3125 亿元， 直接扶持创业者
2021 人，带动就业 7800 人。
据了解， 南昌在加强融资性支
持方面预计 3 年内累计投入 10 亿
元，其中专项基金 6 亿元，金融产
品补助和融资奖励 4 亿元。 由政府
出资设立南昌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城市示范专项基金， 下设公益
型天使子基金、引导型风投子基金、
市场型投资子基金。
同时， 南昌积极推动创业金融
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 鼓励金融服
务机构、 民间担保机构和其他经济
组织参与小额担保贷款工作， 创新
建立了“小额担保中心 + 孵化基地
+ 经办金融机构” 等联动、放贷、信
用机制， 有力推动了我市小额贷款
工作的快速发展。

政策：
破除身份限制
推动全民创业
“针对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总
量又将创历史新高， 我们把扶持高
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实现以创业带
动就业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谌勇
军介绍，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我市大力实施“
两大计划” （“离校未
就 业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促 进 计 划 ”、
“南昌市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安

排专项资金，多措并举，建立创业培
训、创业见习、创业孵化、贴息贷款、
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创业补贴等综
合性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扶持体
系。 2016 年 1-5 月全市扶持高校
毕业生新增创业 1563 人， 带动就
业 6250 人。
近年来，我市先后制定出台了
一系列支持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
措施， 进一步破除身份、 户籍、地
域、行业等创业服务限制，将凡是
创业项目在本市的创业者，纳入我
市公共创业服务范围，下放了劳动
密集型小企业、促进就业基地等审
核认定权限，建立了涵盖各类创业
群体创业项目和专家指导服务的
制度；降低了小额担保贷款的担保
门槛， 基本形成推动全民创业，覆
盖所有创业人群的促进创新创业
政策扶持体系。
我市计划 2015 年至 2018 年
三 年 内 ， 培 养 100 个 电 商 团 队 、
1000 名电商职业经理人、10000 名
电商从业人员。 至 2020 年，力争建
设 100 个优势科技创新团队，招聘
40 名具有国际国内行业领先水平
的重大创新项目负责人， 引进 50
个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带团队
的“四带”人才来我市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