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创业贷款申请者关于手续能否再简单点的呼声，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放贷之前，递交申请所在的担保中心要经过比较严格的
审查，此外，放贷银行还要对贷款者的创业项目进行审查，因此一个
放贷项目一般至少需要2次审查。

海口担保中心主任孙宁表示，放贷过程中，担保中心需要对项目
进行初评考察，然后根据考察过程给出综合评价，如果符合放贷条件
会填写同意担保，然后把资料送给银行，由银行放贷。

孙宁认为，目前的手续和程序应该说是必须的，不过在放贷过程
中，的确还存在3点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对申请人限制较多。以海
口担保中心为例，如果大学生或者下岗失业人员要在海口创业，户口
必须在海口才能从海口担保中心申请贷款。

“许多创业者因为户口问题，没能贷款，创业梦想被拦住了。”孙
宁说，不少创业者非常不理解，人在海口就业、在海口创业，交税也在
海口，就是拿不到创业贷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各市县创业者要申请创业贷款，也必须到所
在市县申请，或者是到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申请，不能跨市县申请。

其次是，审批时间较长。贷款需要进行多项审查，按相关规定，
成功申请贷款至少需要1至3个月。但在审查过程中，因为申请者
准备的材料不足或是审查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或导致贷款不顺利，因
此有的贷款有时要超过3个月才到位。而资金到位时间过长，对于
急需用钱的创业者来说，创业项目或许就此陷入困境。

“创业项目登记注册了，还有了登记执照，又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然而几个月下来，资金迟迟未到位，真是急人。”一名张姓创业者说。

孙宁觉得，对于贷款者来说，钱越快到越好，毕竟贷款是为了解
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资金不足难题。

“这两项条件卡了90%以上的申请者。”孙宁说，没有资金，很多
创业者不敢想，不敢做。

三是反担保人不好找。
“反担保者太难找了。”海口奥升源酒业有限公司的张暖云在回

顾贷款这个过程时多少有些感叹。她申请的项目经过了审查后，因
为找不到反担保人耽误了不少时间，经过与多人协商之后，最终有人
同意为她做反担保人。

孙宁告诉记者，目前创业者往往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除了没有
担保物外，也难以找到反担保人，主要原因是不少反担保人担心放贷
出去后，申请者不按时还款，反担保人就要承担这笔金额。

“没有反担保人，我们也不敢放贷。”定安县下岗失业人员小额贷
款担保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宝强说，反担保人一般由财政供养人员担
任，一旦贷款者还不上钱时，反担保人就要承担法律责任，那时可以
从其工资中扣钱还款。

放贷过程
亟待解决3问题

户口有限制、审批时间长、反担保人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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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尽量减少环节，让更多人
搭上直通车

“不加大审查力度不行。”1月9日上午，在海口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助理刘新民办公室里，他正忙着协
调贷款事宜，按照有关程序，先经过省、市创业就业贷款
担保部门审批，再经过他们再次调查表示合格之后，就
会放贷。

“创业贷款是政府实施项目，相比于自己放贷的项目，
坏账比例太高了。”刘新民说，因为有很多坏账，从保护国
家资金角度来说，只能加大审查力度，才能避免更多坏账。

“不审查就会遇到贷款难收回的情况。”海口农信社
信贷员王玉英吐苦水道。

针对贷款程序中的反担保人这一环节，有贷款者建
议，能否简化程序，不需要反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就能贷
款，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后将尽量降低
担保人门槛，简化部分程序，让更多人参与到其中来。
目前，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正计划让企业参与进来，由
企业提供担保，个人申请贷款手续将有一定简化，此外
一旦遇到还款风险时，企业有能力承担一定的责任。

对此，刘新民表示，只要省、市创业就业贷款担保中
心敢于担保，信用社就会放贷，不过一旦出现不还款超
过3个月时，信用社将从政府提供的担保金中扣除贷款
额，这势必会影响到此后的贷款额度。

2.提供创业培训和指导，让
更多人成功创业

欠贷不还的以创业失败者居多，海口市创业就业协
会副会长、省创业导师团成员之一的辛军认为，之所以
有那么多创业项目流产失败，缺乏的是创业指导。

“要成功创业首先要对项目进行立项，就是事先要
想好从事什么样的项目，项目是否可行，是否有市场前
景，是否有卖点，是否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
来。”辛军说，创业之前需要考虑好如何挣钱、何时盈利、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盈利等问题。

海口市创业就业协会副会长，省创业导师团成员之
一的曹同军则建议道，创业者贷款成功后，政府相关部
门还需要组织专业人士对创业项目进行跟踪服务，及时
帮助创业者解决遇到的困难，扶一把创业者，让其能健
康顺利步入正轨。

据了解，有的担保中心往往只是将钱贷出去，极少
进行跟踪服务。要做好服务，除了经常与创业者联系
外，还应该组织有关专家对创业项目进行跟踪把脉，解
决当前遇到的各种难题。

与此同时，跟踪项目过程中，对项目进展知根知底，
一旦出现各种苗头时，也能应对，避免出现坏账，也比较
容易收回贷款。

采访中，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人才管理服务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将吸引各行各业的精英到创业导师团
来，不断壮大导师团，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帮助。

据了解，为了扶持更多人创业，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从2013年开始组建创业导师团，已聘请辛军等46人为
省级创业导师，平时创业者遇到各种难题时，创业导师
会免费给创业者辅导，出点子，扶一把创业者。此外，去
年，我省组织3.5万人参加技能培训，目的就是让更多人
走上创业之路。

3.放贷前的信誉审查不可少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晖认为，“老赖”的广泛存
在，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社会的一种痼疾，严重影响着社
会的和谐稳定。为了有效治理“老赖”现象，最高人民法院
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公
开等情况进行通报，建立了网上的“老赖”黑名单系统。社
会各界人士点击“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输入姓名就可以查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因此，对于恶意欠贷不还者，廖晖认为，放贷前的信
誉审查必不可少。 （本报海口1月13日讯）

创业贷款
如何突破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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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在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十字路南街
占地30多平方米店里，年轻老板杜太平正热情地
招呼着顾客。曾经外出打工多年的她，多年来梦
想着当老板，在去年参加龙华区组织的一次创业
培训后，她有了自己的小店，圆了自己的老板梦。

回想起创业历程，杜太平直叹“幸亏有了创业
贷款，否则老板难当”。

去年6月，杜太平在龙泉镇开起龙兴妇婴用
品店后，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难题。“要不是贷款，根
本开不起店。”杜太平说，虽然打工多年，但存下
来的积蓄不多。“能借的都借了，依然存在缺口。”
杜太平说，在困难之际想到了创业贷款。

去年10月，杜太平来到海口市创业小额贷款
担保中心，将贷款的想法告知对方后，领取贷款申
请书，填写相关资料，经过担保中心和农信社的层
层审核之后，去年11月顺利贷到8万元。

“这8万元简直是雪中送炭。”杜太平说，贷款
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难题，让创业赢得转机，如今妇
婴用品店生意开始步入正轨。

去年，大学毕业生李春鹏在海口美兰区青年
路开了一家茶叶店。店开起来后，同样遇到资金
不足的难题，经过申请，李春鹏顺利贷款10万元，
在这笔资金的帮扶下，生意慢慢走出困境。

李春鹏深有感触地说，是创业贷款解决了大
学毕业生创业遇到资金不足的难题。

去年7月，定安籍大学生陈俊桦从南昌工程
学院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有一股创业干劲
儿的他想到了自主创业。在定安县就业局的帮助
下，陈俊桦申请了10万元贷款，很快这笔资金就
批下来。

“政府贴息贷款是大学毕业生创业的及时
雨。”有了资金，陈俊桦大胆进货，生意越做越大。

据定安县就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定安
县就业局支持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35人，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345万元。35名大学生创业所涉
及的行业有服务、建筑、服装等，直接或间接带动
约92人实现就业。

去年来，海口等市县一直重视以创业带动就
业，专门成立了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和创业培训
讲师团，为创业者提供政策、资金、项目等一系列
的咨询指导服务，除进行创业培训外，还通过多种
形式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后续支持服务，培育了一
批成功的小微企业经营者。

“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政府的帮扶是分不开
的。”李春鹏说。

2014年以来，海口市开展创业培训人数达
4745人，其中失业职工943人，应届高校毕业生
（含中职院校二、三年级学生）2820人，农村转移
就业劳动者和登记人员982人。2014年来，海
口市创业小额贷款担保中心（以下简称海口担保
中心）共帮扶672人自主创业，带动1456人实现
就业；其中向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小额担保贷款
848万元，扶持91名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农户
贷款3215万元，帮扶393名农民自主创业；城镇
居民贷款2251万元，帮扶279名下岗失业或就
业困难等各类人群自主创业。

“贷款的目标是提高就业率，达到创业带动
就业的效应。据我们调查，1个人创业可以带动
3到5个人就业。可想而知，创业就业小额担保
用得好，对社会促进就业影响有多大。”据省就
业贷款担保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去年，2014
年全省各市县总共放贷1875笔，放贷2.1911亿
元。今年，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将通过完善就
业创业个人贷款管理，争取 2015 年放款达到
1.5亿元。

创业贷款让
“小额”成就“大业”

全省各市县去年共

放贷1875笔2.19亿元，
1800多人圆了创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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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是所有的申请者都能顺利拿到创业贷款的。
“手续比较多，申请时间比较久，让急需用钱的人有点犯愁。”说

起创业贷款申请，海南医学院毕业生梁玉有点焦虑。
2014年毕业的梁玉，目前和同学在海南师范大学附近创办了一

家牙科口腔店。去年刚创业时，遇到资金不足这个拦路虎，听说大学
生创业可以申请贷款后，她和她的同学便向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提
交了相关申请。

“申请很久了，至今还没有拿到钱。”梁玉说，本以为申请会比较
顺利，没想到填写了申请材料，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也
到口腔店调查，进行多项审核后让她等待，可直到现在她还没有拿到
贷款。

“虽说政策好，但实施起来的确有一定的困难。”梁玉说。
2009年从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吴家榜

对此也深有同感。虽然之前贷过款，但吴家榜觉得办理创业贷款手
续比较多，需要经过多次审查才能顺利拿到贷款。

创业“及时雨”
为何不能及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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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多审批时间长常被申请者诟病

“我们刚刚将153笔贷款者相关信息递交给海
口市人民检察院，让他们去约谈这些贷款者和反担
保人。”1月8日下午，在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办公
室里，工作人员出示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已递交
给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希望通
过检察院的约谈来督促贷款者还款。

据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负责人介绍，每年都
会有部分逾期不还款的人，他们往往采取以下几
种方式来催收：一是贷款即将到期前，先通过电
话通知；二是上门催收。借款者到期不还钱时，
担保中心工作人员会上门去催收；三是登报催
收。在电话催收以及上门催收无果的情况下，去
年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曾在《海南日报》上登报
要求逾期未还款的贷款者还款，这一举措取得不
错的成效，目前上报的人已有三分之一还款；四
是进入司法程序。将恶意不还款的贷款者相关
材料送到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对相关人员进行
约谈，一旦约谈无果，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将起
诉到法院，由法院强制执行。

“不还款者就会进入失信名单，今后不可能再
贷到款了。”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负责人表示。

据孙宁介绍，海口开展创业小额贷款工作以来
还款率比较高，目前仅有5笔左右资金难收。

2011年8月，赵某向海口担保中心提出创业
贷款申请。在海口市龙华区教学科研室工作人员
冯某等人的反担保下，赵某完成各项贷款手续后贷
走6万元。

然而，海口担保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调查中发
现，赵某贷的钱实际上是给冯某等人使用。

2013年8月4日，赵某贷款到期后逾期未还，
海口担保中心工作人员多次电话催收并约担保人
上门谈话依然未果。

“这个人就是老赖了。”1月9日，在海口担保
中心采访时，正好遇到中心工作人员给冯某打电
话，催促还款。冯某在电话里表示等有了钱自然会
还。“我见了他2次，每次都说很快就还，至今依然
没还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贷款者因各种原因
无法按时还钱，直接影响到贷款者的整体信誉形
象。特别是当贷款者恶意拖欠贷款时，银行将扣
除担保中心的担保金，由此会造成担保中心的担
保金不足，影响到此后的贷款额度及笔数。去年
就有担保中心因遭遇保金余额不足不得不暂停
放贷。

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负责人分析道，实施创
业贷款以来逾期不还款主要有3个原因：一是创
业失败造成。有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各
种困难，项目无法实施或者无法经营下去的，没
钱可还。2012年时就有一名大学生向省担保中
心申请到贷款后，因项目无法实施还款成困难，
好在这位学生比较讲信用，提前沟通，制定了具
体的还款计划。

二是自然灾害造成。2011年，万宁一名下岗
工人通过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贷款8万元用于海
水养殖。2013年，眼看着就要有好的收成，没想到
台风“海燕”将一家人的梦想给吹破灭了，养殖的鱼
全部跑掉后，损失惨重，一家人陷入了困境，贷款于
去年到期后无法还款。

三是恶意拖欠造成。我省实施创业贷款以来，
出现了个别老赖，以为这是国家的钱，贷到钱后不
用还，导致恶意拖欠。“恶意拖欠者不多，但的确存
在。”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负责人说。

放贷最大难关
直指“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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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失败无力还钱

甚至恶意赖账，省就业

贷款担保中心有153笔

贷款递交检察机关催收

是什么拦住了创业贷款路？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就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是由地
方政府提供担保资金，中央财政提供贴
息支持，银行提供小额贷款，用于支持和
扶助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一项就业创业
政策。

据省就业贷款担保中心提供的数
据，2014年全省各市县共放贷1875笔，
放贷2.1911亿元，其中省就业贷款担保
中心2014年放贷127笔，放贷1429万
元；目前全省尚有担保资金1.45亿元。

近年，我省实施创业贷款以来，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
人员创业就业。然而，创业贷款推行中
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贷款者创业能力
不强、创业不顺，无力按时还款甚至赖账
不还，直接影响了贷款创业群体形象；贷
款人找不到担保人导致款难贷等。

1

月13

日
，在
海
口
市
创
业
小
额
贷
款
担
保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正
在
办
理
有
关
审
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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