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编辑 钱红 校对 杜蕾淄博09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淄博老
工业城市凤凰涅槃、加速崛起的
关键支撑。如何让人才链、资金
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支持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2020年以来，
淄博市委人才办将“人才贷”作为
服务高层次人才及企业创新创业
发展的首要举措，会同淄博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和银行
金融机构加大服务高端人才和实
体经济力度，以“有解思维”狠抓
工作落实，在山东省打造了流程
最简、门槛最低、服务最优的“人
才贷”淄博品牌，为急需资金支持
的人才企业解决了关键的融资
难题。

点赞
谈起“人才贷”
企业负责人都竖大拇指

“人才贷，真是又好又快！”
“方便，灵活！”10月9日，谈起专
门用于高层次人才或者其长期所
在企业的无抵押、无担保信贷产
品“人才贷”，不少企业负责人赞
不绝口。

“人才贷”的推出落地让不少
企业负责人的眉头舒展开来。用
他们的话说，“政府主动搭台为企
业资金想办法，一下子帮咱们解
决了燃眉之急。”

作为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项目企业、瞪羚企业、省“专精
特新企业”，“人才贷”为淄博市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链“链主”企业舜
泰汽车有限公司融资“开路”。谈
起切实感受到的利好，该公司财
务总监张健直接竖起大拇指。去
年，该公司分两笔申请了“人才
贷”项目，共计800万用于智能线
控地盘研发等项目，经过相关审
核后，齐商银行淄博新区支行很
快发放了贷款。目前，该项目已
顺利上线，企业也已接收了该项
目的大量订单，这笔资金如同源
泉活水，为该企业发展注入了新
动能。

淄博百时得能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也是“人才贷”项目的受益
者之一。该公司急需资金购置数
据中心供配电系统，齐商银行小
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与企业及时对
接，第一时间为企业发放500万
元“人才贷”资金，解决了企业的
融资难题。

目前，“人才贷”已经成为淄
博市高层次人才和企业获取创新
创业资金的重要融资渠道之一，
已有17家银行纳入“人才贷”合
作名单，“人才贷”单户贷款额度

最高达到1000万元。截至目前，
淄博市已办理96笔“人才贷”，贷
款金额4.5亿元，贷款总额居全省
首位。

破题
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释放政策红利

对于企业来说，银行对企业
现有贷款量、资产抵押等情况要
求多、审核严、周期长、程序多，融
资渠道狭窄、融资成本偏高、融资
额度不足等现实问题成为企业发
展中面临的“拦路虎”。对于银行
来说，由于对企业“底细”不了解，
银行也存在不敢贷、不愿贷的
情形。

为破解难题，淄博市委人才
办将“人才贷”作为服务高层次人
才及企业创新创业发展的首要举
措，会同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财
政局和银行金融机构加大服务高
端人才和实体经济力度，通过“人
才贷”这张淄博品牌名片，为急需
资金支持的人才、企业解决融资

难题的关键一环。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

地发挥金融对高层次人才及其企
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的支
持作用，鼓励引导银行机构加大
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从2019年3
月至今，淄博率先在山东省市级
层面先行先试，出台“人才贷”风
险补偿实施细则，专门服务市级
以上高层次人才或其长期所在的
企业。2021年3月，根据一年来

“人才贷”实施情况，在充分调研
论证基础上，市里对“人才贷”政
策进行了修改完善，进一步释放
了政策红利。

记者梳理看到，“人才贷”在
政策覆盖面上既有“广度”也有

“深度”。为最大程度让人才享受
到政策红利，对“人才贷”的覆盖
范围、贷款利率进行调整优化，贷
款对象在省规定的人才类别基础
上进行了扩面增容，由省级以上
人才工程入选者拓展至淄博英才
计划入选者，范围增加153人，全
面覆盖市“四强”产业领域，积极
引导银行降低利率、让渡利益，

“ 人 才 贷 ”利 率 最 低 可 降 到
4.15%。

创新
探索免申即享等机制
实现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跃升

在“人才贷”推进落实中，淄
博市委人才办等部门围绕“人才
贷”实施链条上所有堵点，以“有
解思维”一项项梳理、一个个
突破。

针对银行风险顾虑较多的堵
点，“人才贷”风险补偿实施细则
明确了对合作银行“人才贷”业务
形成不良贷款的损失补偿，将损

失补偿省级“事后奖励”变为市级
“先行垫付”，将省财政对各市的
30%奖励转移给合作银行，市级
风险补偿资金比例由实际损失额
的50%提高至80%，补偿比例全
省最高。无抵押、无担保、发生风
险有补偿，“人才贷”风险补偿机
制的推出不仅解决了人才及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更让银行
机构免除了后顾之忧，放心大胆
为人才企业办理贷款，实现了人
才、企业、金融的创新性赋能。

不仅如此，为彻底解决企业
和人才“政策看不懂、申报靠跑
腿、进度看不到”的难题，淄博市
委人才办实现被动服务向主动服
务跃升，探索“政策找人、无形认
证、免申即享”机制。例如，在“人
才贷”办理流程上变人才申请为
主动服务，对所有高层次人才发
函进行政策推介，公布服务监督
电话，对414名人才和企业逐一
上门对接服务，确保符合条件的
高层次人才及其所在企业用好用
足扶持政策，让每一个有资金需
求的企业都能获得贷款，让临时
无需求的企业也充分了解“人才
贷”政策，做到随时需求随时办
理，切实提升人才获得感。

以人才为融资媒介，支持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经过近几年
的发展与更新，淄博市“人才贷”
业务已成为人才企业获取创新创
业资金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有
效激发“双创”及科技成果转化新
动能。今年8月13日，淄博市“有
解思维”工作案例推介会召开，
《创新“人才贷”品牌业务 激发
创新创业活力》入选首批30个典
型案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刘文思 通讯员 邵长龙

促进人才链、资金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人才贷”为创新发展注活水

国庆假期后，几场秋雨让气
温逐渐转凉，但在淄博拓博流体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仍是一
派繁忙热闹的景象，组装风机、
包装成品、质量检验……各个岗
位上的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忙
碌着。

“多亏前段时间市、区外办上
门服务宣讲政策，帮助我们企业
解决了很多当前遇到的问题，公
司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特别是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后

的纳统政策，让我们能享受到相
关优惠，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
息，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备。”10
月12日，面对前来回访的淄博市
外办工作人员，淄博拓博流体有
限公司负责人焦新玲笑容满面，
言语中充满感激。

今年6月，淄博市外办联合经
开区外办到淄博拓博流体有限公
司走访调研。该公司是一家工业
风机销售、组装企业，当前受疫
情、厂区土地等因素影响，企业在
对外技术交流合作、国际市场开
拓、生产规模扩大等方面面临难
题。调研组现场解答了企业的问
题，针对企业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难题，市、区

外办工作人员积极向企业推介了
淄博市对外交流合作信息平台，
引导企业用好信息平台中的涉外
资源渠道。针对企业比较关心的
APEC商务旅行卡办理问题，工
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办理所需材
料、流程，帮助企业开展对外交流
合作。

此外，在了解到该企业近几
年主营业务收入接近2000万元
后，市、区外办工作人员积极向企
业介绍淄博经开区规上以上企业
纳统政策，并告知企业需要准备
的材料、如何申报等，打消企业顾
虑，鼓励企业做大做强。

今年以来，淄博市外办立足
外事工作职能和涉外资源优势，

聚焦涉外企业在对外交流合作中
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扎实开展
了“深耕涉外资源 服务高质量发
展”落实突破行动，全市外事系统
深入基层和企业生产一线，努力
在一线发现问题、在一线化解矛
盾，推动“外事为民”理念走深走
实、落地见效。

在走访涉外企业过程中，市
外办发现一些企业存在招工难的
问题。据了解，在已走访的586
家企业中，部分企业存在“招工
难”问题。为有效帮助企业解决
招工难问题，市外办积极协调有
关部门，利用省市现有招聘用人
平台，为企业发布招工信息。目
前，市外办已与淄博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淄博职业学院、
淄博技师学院、淄博轻工职业学
院协调，推送有关招工信息，并在
山东省网上共青团平台、“青鸟计
划·人才聚‘齐’”“双招双引”线上
服务平台为16家企业发布就业
岗位350余个。

今后，市外办将继续践行“外
事为民”理念，努力将“深耕涉外
资源 服务高质量发展”落实突破
行动打造成外事民生工程，助力
提升淄博市经济外向度、城市开
放度，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努力展
现外事担当。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高阳 通讯员 张春利

淄博市外事系统深入基层和企业生产一线走访调研

助力企业谋发展“外事为民”显担当

淄博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心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走访社区老人 弘扬敬老美德
淄博10月13日讯 为进一

步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
美德，在重阳节来临之际，13日
上午，淄博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中心（简称生物医药中心）联
合银泰城社区开展“双报到”暨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尊老敬老
志愿服务活动，表达一份浓浓的
敬老爱老之情。

生物医药中心党员干部在

银泰城社区相关人员的陪同
下，给失能失智老人们提供免
费上门理发服务，并为老人送
上精心准备、安全实用的节日

“伴手礼”——— 医用护理包、医
用口罩、生活用品等，向老人家
人详细叮嘱使用方法和使用期
限，为老人送去浓浓的节日祝
福。在失能老人家中，党员干
部与老人共话家常，倾听其心

声，关注其健康，叮嘱他们注意
天气变化、健康饮食、保重身
体，表达生物医药中心工作人
员的尊老敬老之情。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生物医
药中心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传统美
德，赢得了老人们的一致称赞。

生物医药中心持续弘扬敬老
孝老的优良传统，早在5月24日，

生物医药中心组织党员干部走访
慰问淄博高新区东吕老年公寓老
党员，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精神血脉”党史学习教育，为老人
敬献鲜花、佩戴党徽，表达对老党
员的崇敬之情。生物医药中心党
员干部通过聆听老人的革命故
事，了解老人为党和人民无私奉
献、鞠躬尽瘁的奋斗历程，继承老
一辈革命传统，弘扬新时代奋斗

精神。
生物医药中心将持续以社区

需求为导向，以实际行动践行孝
老敬亲的传统美德，多种形式开
展尊老敬老志愿服务活动，厚植
爱党爱国情怀，激发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努力弘扬
时代正能量。

通讯员 于佳乐

“人才贷”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