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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
巾帼创富贷”实施管理暂行办法

妇女创业有
“专项贷款”享财政贴息

夜宿白马湖畔
畅游王骆殿岛
记者实地探班，2018露营大会精彩内容抢先看！
2018岔河露营大会于前天开始接受报名， 一个
上午的时间， 记者便接到了十几个咨询报名的电话。
截至昨日中午，淮海晚报官方微信后台已收到40多个
家庭的报名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名额正在不断减
少，有意报名的市民可要抓紧时间喽！
在咨询电话中，很多市民向记者打听露营地点的
环境、住宿酒店的条件等问题。 为此，记者昨日实地探
班，给您带来第一手资料。

主办单位：
淮安报业传媒集团
岔河镇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淮海晚报社
白马湖文化旅游度假区

报名须知
■淮海晚报记者 王舒
摄影 赵启瑞

●露营场地别具特色
昨日上午， 记者首先来到
本次露营大会帐篷搭建场
地——
—白马湖李庄渔耕驿站酒
店。 酒店设施环境非常不错，白
墙黛瓦的建筑样式， 自然营造
出闲适宁静的氛围。 酒店正前
方是一大片荷花荡， 娇艳的荷
花此时花开正盛， 景色美不胜
收。 再往前十几米，便是游船码

头，站在码头上，白马湖的壮丽
景色一览无余。
工作人员介绍说， 该酒店
按照4星级标准建设， 今年2月
刚刚营业， 设施很新， 服务一
流。 更特别的是，作为休闲度假
酒店， 他们的菜品主打渔耕文
化， 届时白马湖中的湖鲜一定
能让大家流连忘返。

●体验最美渔村生活
在晚上“安营扎寨”前，我
们会先坐船前往不远处的王骆
殿岛游览。 这座小岛是白马湖
99座岛中最大的一座， 由南北
两座东西长450多米的岛组成，
两端有道路相连， 从高空俯视
呈长方形，形成“岛中有塘、塘
周有岛”的良好水陆环境。
记者登岛看到， 这里生态
优美， 草地上， 大白鹅自由奔
跑；鱼塘里，满是螺蛳和小鱼。
有兴趣的市民还可以坐上小木
船，在岛中的河塘里泛舟嬉戏。
58岁的村民骆殿好告诉记

者，这座岛现有居民一百多人，
多数姓“王”或“骆”，村民大多
是渔民，“我们早上4点起床捕
鱼，上午11点左右回来，把鱼卖
给在码头上等候的鱼贩子，下
午一般会和朋友打打牌， 放松
放松， 一天卖鱼差不多能有一
两百块钱的收入。 ”在骆殿好的
描述中， 岛上的生活平静又安
逸。
好了， 记者的探营只是抛
砖引玉， 更多的美景等您亲自
去发现。 露营大会报名还在火
热进行中，抓紧时间吧！

名额：因场地有限，限100顶帐
篷约300人，欲参加请速报名，报满
为止。
方式： 如您有兴趣参与本次活
动，请编辑姓名、手机号码、参加人
数以及所驾车辆车牌号码发送至晚
报官方微信。
费用：活动本身不收任何费用，
酒店自助餐费成人60元/人，1.3米以
上儿童30元/人（包含晚餐、早餐）。
食物、帐篷自备。
咨询电话：15152374627

晚报讯 8月9日， 市妇联、中
国人民银行淮安中心支行、市财政
局、市人社局、市扶贫办联合召开
新闻发布会，正式出台《淮安市“巾
帼创富贷”实施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
办法”）。“
办法”的出台，不
但明确了“巾帼创富贷”政策的受
惠对象，扩大了“巾帼创富贷”贷款
的政策红利，还简化了“巾帼创富
贷”贷款的办理流程，强化了“巾帼
创富贷”贷款的保障措施，从建档
立卡低收入妇女及其家庭成员最
关切、 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创业就
业、脱贫增收问题入手，帮助建档
立卡低收入妇女减轻创业压力、鼓
励企业吸纳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
及其家庭成员就业。
“巾帼创富贷”贷款，是指以具
备规定条件的建档立卡低收入妇
女创业者个人或吸纳建档立卡低
收入妇女及其家庭成员就业的小
微企业为借款人， 承办银行发放，
财政部门按规定给予贴息，用于支
持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个人创业
或鼓励小微企业吸纳建档立卡低
收入妇女及其家庭成员就业的贷
款业务。
“办法”明确，贷款对象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淮安市扶贫办
提供的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企业
借款人为吸纳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
及其家庭成员就业较多的小微企
业。个人申请“巾帼创富贷”，年龄应
是55岁以下的女性自然人，个人无
不良信用记录，具有从业技能，有创
业项目， 并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明。
小微企业申请“巾帼创富贷”则需要
企业吸纳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及其
家庭成员就业人数占员工总人数
25%以上， 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
动合同，企业经营项目好，盈利能力
强，诚实守信且无不良记录。
“办法”对贷款额度和期限进行
了明确。 其中，建档立卡低收入妇
女及其家庭成员单人或合伙经营申
请的“巾帼创富贷”最高额度为每人
不超过30万元；吸纳建档立卡低收
入妇女及其家庭成员就业较多的小
微企业可根据企业实际招用符合条
件的人数合理确定贷款额度，最高
不超过200万元。 个人“巾帼创富
贷”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
企业巾帼创富贷贷款期限一般为1
年， 经相关部门同意， 可以展期1
次，期限不超过2年。
在贷款利率方面，个人“巾帼创
富贷”贷款利率在同期限贷款基础
利率上增加不超过3个百分点。 小
微企业“巾帼创富贷”贷款利率，上
浮利率不超过同期限贷款基础利率
30%。
申请“巾帼创富贷”贷款按照借
款人申请、乡镇（街道）妇联推荐、同
级扶贫、人社等相关部门资格审核
巾帼创富
认定、承办银行审核办理“
贷”贷款手续。

热 点 问 答

行程安排
●8月18日
1.14点李庄渔耕驿站酒店停车场集合
2.14:00-15:00签到及组织登岛
在李庄码头设置签到处，组织参
加活动的人员从李庄码头出发前往
王骆殿岛。
3.15:00-16:30王骆殿岛亲子活动时间
①亲子寻宝时光
②最美王骆殿合影
4.16:30-18:30返回李庄渔耕驿站酒店
从王骆殿岛返回李庄码头，步行
至李庄酒店搭帐篷。
5.18:30-19:30自助餐
在李庄渔耕驿站酒店内用自助
餐。
6.19:30-21:00节目表演 (包含乐队演
唱、烟火表演、篝火晚会、烧烤)。
7.22:30入帐篷就寝、享受森林夜晚。
●8月19日上午
1.早餐
2. 结束活动后自由行 （垂钓、 游湖
等）。

淮海晚报官方
微信二维码

问：政策落实过程中，涉及哪
些部门？ 分别承担哪些责任？
答： 财政部门负责定期审核、
拨付贴息，并对贴息补助金的使用
进行监督管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
责“巾帼创富贷”贷款申报资格的
认定、前期审核、推荐和担保工作。
扶贫办负责向相关审核部门
提供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数据。
妇联负责对“巾帼创富贷”贷
款的申请受理和推荐工作。
承办银行要积极开展贷款审
核、发放和回收工作，对未按期还款
的借款人负主要催缴和追缴责任。
问：如何享受“巾帼创富贷”政
策的财政贴息扶持？
答：建档立卡低收入妇女及其
家庭成员个人申请“巾帼创富贷”，
承办银行按本“办法”约定利率放
贷，地方财政据实贴息。 吸纳建档
立卡低收入妇女及其家庭成员就
业的符合规定的企业贷款，在省财
政承担基础利率50%的基础上，其
余50%按实际吸纳建档立卡低收入
妇女及其家庭成员人数据实贴息。
“巾帼创富贷”贷款逾期以及
罚息，财政不贴息、展期不贴息。
问：何时发放的“巾帼创富贷”

贷款享有财政贴息政策优惠？
答：每年底由贷款承办银行按
照《
“巾帼创富贷”贷款年度贴息明
细表》列出补贴对象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并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妇联组织向
财政部门据实申报，经财政部门审
核批准后，从专项资金中支出并划
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经办
机构，由其补贴到借款人手中。
问：本“办法”所指小微企业是
如何确定的？ 所吸纳建档立卡低收
入妇女的家庭成员限定性别吗？
答：小微企业大体是指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家庭作
坊等企业。 以经信委小微企业认定
标准为参考。
在资产总额方面，工业企业不
超过3000万元， 其他企业不超过
1000万元；
在从业人数方面，工业企业不
超过100人，其他企业不超过80人。
不限定家庭成员的性别，只要
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以下的自然
人，诚实守信，个人无不良信用记
录，具有从业技能，有创业项目，并
能提供相关有效证明，即可。
■淮海晚报记者 王磊 何弦
通讯员 董军 张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