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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财政局 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关于进一步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执行力度的通知

各区财政局,各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人社部门,人 民银行

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辖内各支行,各商业银行、担保机构 :

根据《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通

知》 (财金 匚⒛20〕 21号 )、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 (鄂 财金规 E⒛ 20〕 2号 )等

文件精神,为 更好发挥创业担保贷款贴 `急 资金引导作用,全力支
-1一



持复工复产和创业就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办理时限

个人和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人社部门资格审核应

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担保机构尽职调查应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金融机构贷款受理至发放应在 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确需办理反

担保、抵押等手续的,可适当延长时限。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在

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一次性告知需补充完善的

手续和资料。     ∷

二、调整利息承担比例

金融机构新发放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率上限继

续控制在 LPR+150BP以 内。自2021年 1月 1日 起,新发放的个

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利息,LPR-150BP以下部分,由借款

人和借款企业承担,其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2020年 12月 10

日及以前受理的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由人社部门、担保机构和经

办银行按照规定时限进行审核办理,于 ⒛⒛年 12月 31日 前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按原财政贴‘急规定执行。

三、免除反担保要求

自通知印发之日起,新发放的 1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以及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或信用社区(乡 村)推荐的创

业项目,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员、创业项目、创业企

业,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信用小微企业、商户、农户,经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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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守信的二次创业者等特定群体,免除反担保要求。

中国

⒛20年 12月 9日

擎[噫

嘟刂罐
蠡鼽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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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骥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氨锒檑

荧于避一步加大创业搬髁贷歉贴息力度

全力支持盥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邋知

各省、自治区、簋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 (局
)冫 新疆盅产建设英圃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中鹦人戴银行⊥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 (首府 )槭

审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申心支行:

当煎新冠肺炎蔽情对就业创业造戚一定影响。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瘦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备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更好发挥

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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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担保贷款贴·憝资金引导作用”加强资金保障,全力支持复工

复产和创盥就业”推动经济社蓊有序穗趱发展,现通知如下:

一、扩大i/I盖范围

(一 )增加支持群体。自邋知印发之日至⒛⒛每12月 31日 新

嶷放贷款,应将下列群体纳入芟持范B^l∶ 一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批嶷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翰、文化脓游等行业暂时失去收入

募源的个体工商户;二是贷款购车专门用于出租运营的个人;三

是贷款购车加入网络约辜平台的专职司机 (需平禽提供专职司枫

“双证为
等证明材料);四是符合条件的出租车、网约车企业或其

子公司:五是对已享受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且已按时还清贷款

的个人,戆痰慵期阔出现经菅困难的,可再次申请创业担猓贷款。

(二 )降低申请门槛。小微企业当年新摁用符含条件剞业担

儇贷款申请条件曲人数与企业现有莅职职工人数的占比,曲 E0%下

降为15%9超过100人的企业下降为飘仑

二、适弑提篙额篾

符合条件的个人最高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幽弼万元提高

篮⒛万元。对侉舍条件的个人创盥担保贷款偕款人舍伙创业的”

可根搪舍伙创业人数遘当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侔个

人贷款总额度蚴10%。

三、允许禽理展期

对流动性遇到暂时圈难的小徽企业和个人 (含个体工商户∮

下阃)创 业担保贷款,可给予展期》最长可展期至20⒛年6月 30自 ,

展期期间财政给予蓝常蹿`憝
。对已嶷漱螂个入创业搬猓贷款。偕

款人患新寇肺炎晌”展期期限原则上不超过1年。

-2-



k

四、降低fll率水平

金融飙构新发蔽·tll业狸保贷款利率应遘当下降,具体赫准为 :

贫困地区 (含国象抉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1诲个嶷中连片特殊

凼难巍区)贷款利率上限曲不趣过L酗⒛0BP下 降为PR+⒛OBP,

申、西鄯地区曲不趱过P卜200B铲下降为PR+150BP,东部地区曲

不超过LPR+lOOBP下 降为不超过l~lD卜50BP。 具体贷款利率曲经办银

行粮撮镨款人和借款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J晴况等与借款人和借

款全业协商确定。本邋知印发之日前己发放和邑蓥订合同但耒发

放的贷歙,仍按原觏走执行◇

五、合瑾分担利怠

自⒛?1年 1月 1日 趔,黯发放蜘个人和小微企业创业担髁贷款

/fll息 扌1冫咫-1湖弘P以下部分·曲借款人和偕款企业承担,剩余部分

财敢绔予贴息。

六、简化审扌扛L疆序

推行电子牝审+lh,逐步实行全穰线上办理。各地人力资源蚀

会保障部门 (以下简称人社部丨】)可通过所在地桂区、村委会、

群团组织、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等推薄方武拓展创业担保贷款申

媾渠遘'搌
广依托社会保障卡搭载创业担髁贷款申请、审核和拨

付功能。遥步推行
“
一站武

”
服务,实行人桂部门审核偕款人资

格、担保机构尽职调查、金融机构贷前调查
“
多审舍一

”,避免

重复提交材料。人社部闸资格审核臊则上应压缩在7个工作日内”

担保机构尽职调查压缩在3个王作目内”金融机构贷款受理至发赦

原则土压缩在5个工作日内,确需办璎反担保、抵押等手续的可遒

当筵长6对不挎舍条件的,应在5个工作回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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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9一次幢告知需补充完善的手续和资料。鼓励各地自圭整舍糨

猓墓金与经办金融机构办理流程全进一步提升冁务效率Q

七、免陬反担保鼷求

自通知却发之日起,新嶷漱的10万元及洪下酌令人创业担猓

贷款,以及全圜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戴信用被区 (乡 村 )推耩的创

业项囝々获锝设区酶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创业人虽、创业项目、

剞业企业9蛏金融机构评估认定的倌用小微企业、商户、农户 ,

蛏蓄穗建守狺酶二次tll业者等特定群体9兔除反捱猓要求。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对其他tll业捱保贷款逐步降低或免除反捱猓要求。

八、提升担保纂金数能

畚地捆关部门要简化担保条件和手续,嗣定担猓塞金尽职免

责和激励约束办法,合理提升担保基金代偿匕匕例和效率Q实行掇

儇墓金救大倍数与贷款还款率挂钧机制紊创盥担保贷款上年到期

通款率 (上年累计到期贷款实际田帔金额/上年累计到期贷款应 r「∶l

收金额 )达到gO%以上的,本年可适当提高腋大倍数至担猓基金存

款余镢的10倍。

九、鼓渤地艿拥大支捭力腱

各地可遘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歉偕款人条件、提高贷款额度上

限,由此颧外产生酌贴`彀睽金支出豳地方财敢承担。

十、麟化统簿协调与激励约束

财酸、人民银行、人桂部门要完善llR作机制,加快健全完善

剞业担猓贷款分类统计制度,加强部门间倌 .氨共享,充分整合资

貉审核、贴息、贷款发漱等数据。人社鄱门负贵儆好资格审核工

椎。各捱锞募金运蓄管理枫构和经办金融机掬按季向当地人民银

一 4-



行分支机构、财跛、人∷社部门报告捱猓基金和创业捱保贷款发簸

使用情况。人民银行分芟机构强化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考核、专项

金融债发行等外部激励约慕,引 导蛏办金融枫构提升服务质效;

财跛部门负贵做好捱猓基金、财政贴息和奖扑资金蚺管蠖工侉 ,

明确对捱保基金来源和补偿机制,谶化考核和监督捡查”发挥好

奖补资金激励作用,确猓贴恝̌、奖补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十一`政策衔接

本通知印发前已生效的创业担保贷款舍同”仍按厚舍同约定

执行。本通知无明确规定的,仍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 财敢部 人

力资源挂会保障部关于实施创业担髁贷款支持创业就业工作的通

知》(银发 旺⒛1§ )⒛2号 )、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猓障鄯 中圆

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歙财政贴.急 王作的通知》(财

金 盯⒛18〕 扭号 )、 《财敢部关于修订发布<警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金 盱2O19)阢号 )等原有楣关规定执行。

碾麈

ˉ ˉ D ˉ̄



信患公开选顼:主动公开

财政鄯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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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财金规 ε⒛⒛)2号

鼗婴鹱晖邋罾瘛霾 蠲筢氇篝蠓鑫麽鹘邋慈

蹰鳎鼷》龊貘镳睫蟓翳

各市 (州
)、 直管市、撩区、县 〈市、区)财政局:

为优化完善我省财敢支持普惠∷金融发展方式,更好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ll l̄° 切实提高蔷惠金融服务水平9推 动

创业就业”冁务乡村振兴,促进民营小徽企业发展,根据《财

政鄱关于修订发布 〈普惠金融发展专顼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金 E2019〕 %号 )、 财政部 《关于遴一步加太创业

担猓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重点群钵创业就业的通知》 (财

金 匚⒛⒛〕21号 )等规定,结舍我省实际,我们制定了《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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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普惠金融嶷展专顼资金管理办法》9现予印发”请邋照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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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簿

颥罐黩餮鲟蠛鳆龉骺餍鸯翊

簿蚋鑫 总则

翳--鞲 为加怏建立全省普惠金融冁务和猓障体系,加镢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确猓资金使用舍理、安全、高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豫算法》、《财跛部关于修订发布 (普惠

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力、法》的通知》(财金 E20⒅ )%号 ”

以下简称 “财金 96号文
”)以及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髁障部

中圈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大创业担猓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

持重点群钵创业蹴业曲通知》(财金 盯2020〕 h号 ,以 下简称

“
财金 21号 文

”)以及
“放管服

”
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攥 本办法所称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是指中央和

省级财政顶算安排的普惠金融资金,包捶创业捱猓贷款财政贴

息和奖补资金、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深化民营和

小馓企业金融∷阗艮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奖励资金、政府性融资捱

保机构业务奖补资金、普惠小微首次贷款奖补资金以及通过普

惠金融专项结算的其他资金。

本办法资金来源冫创业担保贷款财敢贴
`惑
及奖补、农村金

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实行中央、省级和县市按比例分级

负担,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地区分担比例为 70∶ 15"59

其他地 EA=分担比例为 50∶ 25∶ 25冫 中央和省有阶段惟政策调整的

按相关规定执行;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

城市奖励资金由中央负担;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业务奖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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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小馓苗次贷款奖补资金豳省缀预算安排。

翳置攀 蔷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遵循惠民生、猓基本、蘧

绩效、可持续和预算管理、公开透明、科学规范原则”厘清职

责逾界◇统一工作规制1简化工雒流程,强化绩效簿向,综合

运用贷款贴漶、、以奖代补、费用补贴等方式9发挥专项资金极

杆作用◇引导垴方各级人民跛府、金融机构援高基础金融服务

玎锝性和遘用性管弥衿市场失灵,着力提升民营和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水平。

篥澍螽 蔷惠金融发展专顼资金按照权责对等要求夸实行

分级管理。省级财政鄯门加强工作指导督办并提前儆好资金预

拨念审县财政部门加强对同级经办银行及相关机构申报资料的

程序性审核,确保手续完各、计算准确9提高资金使用的合规

性和有效性。各级财政部门负责本级蔷惠金融发展专顼资金申

请、审核、拨付的缀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具体包括组织开展

年度资金需求测算,并将本级财跛分担部分纳入年初预算管

理;缀织开展上缏补助资金申报,统筹上年结转和当年资金 ,

儆好资金拨付和结算;组 织开展资金缵效评价和监督检查工

怍。

鬻二纛 创业艘髁贷歉瓣跛贼患资鑫

篥蕊攀 为促遘奄刂业就业稳岗,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支

持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弓|导用人单位创遘更多就业岗

位9推动解决各地结构性就业矛盾P对符合政策规定条件酌创

业担保贷款给予一定贴息9以减轻创业者和用人单位负担,切

实缓解小微企业、“三农
”主体以及创业就业群体等普惠领域

融资难融资贵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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冁盎鑫 创业搬保贷款贴息跛策面向槭审和农村争具体敢

策要求和工作流稷按照 《镲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拄会猓障厅人

睽1银行武汊分行关于印发 《湖北省创业捱保贷款财政蛄息资金

管理办法》的邋知》(鄂财金规 E⒛Ⅱ¤5号 ,以下简称
“
鄂财

金飙 5号 文
Ⅱ)执行。

对以下创盥捱猓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财金 96号 交、财金

21号 文政策舰定予以贴息:

(1)对符合条件酌创业就业个人 (包括个体工商户 ),贷

款额度 ⒛ 万元以内,贷款期限不超遘三隼的;

(2)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贷款额度在 300万元以内夕

贷款期限不超过两年的;

(3)对符合条件漪个入创业担猓贷款借款人舍伙创业的,

按符舍条件个人贷款总颧度的 1.1倍确定贴息贷款额度 (上限

为 300万元 )。

为应对疫情影响°按照财敢部要求,扩大支持群体,降低

申请门槛,允许合理展期,降低利率水平。对受疫情影响暂时

失去收入来源的小馓企业9在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予以

支持,已发放创业担猓贷款展期期限不超过 1年 g/xJ,财政部门

继续给予贴息支持,

对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魑、创业项目好的借款个人和

小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担猓贷款贴氵惑,钽累计次数不得超

过 3次 Q

从 ⒛21年 1月 1日 起>统一新发放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创

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9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 1.5

个百分点以下部分,由借款个人和小微企业承担,其余部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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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给予贴息。

以盾年度如邋政策调整”按新舰定执行¤

耩恿纛 sll业艘髁缁歙邂∷勇蚤扌:舯黜攮囔

簿恕螽 为引导各地加太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落实力度9对

创~xm捱猓贷款工作戚簸突出酌经办银行、创业捱保贷款担保基

金运营管理机构等单位,财政安擀资金给予适当奖励。用于其

王作经费补助。

篝八鑫 省财跛厅按照各地当年新发放创业担猓贷款额

度的娥-确定奖补资金额度心

簿九螽 创业担猓贷款奖励补助资金的奖励基数,除符合

鄂财金飙 5号文规定的创业担保贷款外,还包括经省政府同意、

曲地方财政部门自行决定贴患的创业捱保贷款。

簿图纛 农树蜜融貔鞫建蠲爨斓朴飚蠢蜜

篝中攥 为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

空白,支抟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西部基础金融服务薄弱飚

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网 点)9财政给予一定补赂。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含是指经银保监会批难设立的村镇银

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 3类农村金融机构。

簟肀砷攥 对簿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两部基础

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网 点),财政部门可按

照不超过当年贷款平均余额的 2%给予费用补贴,不重复享受补

贸占◇

篝十三攥 计算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的当年贷款平均余额

基数、其范围、条件等要隶§按照财金 %号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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餮蕊纛 糠傀鼹饔翮￠j、徼蜜龇囔黜躐爨螺禽潋鞲

嘁蔑躐耩畿瀚鞲霪

餮屮蕊攥 为芟持市 《州 )因地制宜打遘各具特色的金融

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落实好中央减税降费跛策,蓍力改善

民营和小徽企业融资,防范民营及小微企业信贷风险仑健全融

资钽猓体系和风险补偿机制,切实打好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

对符舍条侔的试点城市豳中央财政给予奖励。

篝屮洒攥 根据 《财跛鄯群技部工业和信
`憝
化部人氐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开展财跛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徽企业金融服务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王作酌通知》(财金 盯20190劬 号,以下简称
“
财金 62号文

”)和我省试点工作方案,由省财跛厅聘请第三

方中介机构对试点意向城市进行绩效评价,经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审结果遘行核实确认,提交联席会议

集中审议并报请省跛府扌;匕准后,向财政部申报确定。

篝十邋攥 每个诫 r瓿 槭市奖励资金为 4000万元”用子试

点城市金融机构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或代偿”或用

于试点槭市政府性融资捱保机构资本补充Q

奖励资金结算与试点城市王作绩效挂钩¤缋效评价曲省级

财政部门联合相关部门按照财金 62号文要求避行,财政鄯遘

行抽查,评价内容包括: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总体状况(占

比 4溉 ),完 善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慵况 (占 比 300/0),金

融综舍服务和创新情况(占 比20%),金融带动地方发展情况(占

比 10%)。 对绩效评价或抽评结果分值耒达到要求的试点城市扌

取消试点资格,追回全部奖励资金。

第六鼙 跛廨蠖融资艘保机构业务邃补资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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箨屮穴攀 竖擀绩效导豳冫省级财跛通过盥务奖补方武资

引导政府性融资掇猓机构聚焦变业冫儆太民营和小微企业担猓

业务冫降低攫猓费率9落实地方资本金补充长效飙制,建立财

政风险补偿资金池”儆实新型政银掇风险分捱机制”,l/E遘 政府

性融资担猓机构持续健康蔽展。

篝絷七攀 以开展民营和小微企业担猓业务为主的地方

政府性融资锃猓机构。具体条件 :

(一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舰在我省境内设立和经营,

财务管理规范佥具有独立企业法入资格”取锝融资性捱倮飙构

(含再担倮机构 )经营许可证仑

(二 )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担猓业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业务管理规建及产业跛策◇小徼企业融资担猓业务开展

2个年度以上,运转正常。

(三 )上一年度在省财跛厅组织开展的缋效评价中得分 70

分 (含 70分 )以主 (新成立机构除外 )。

篝十八攀 该项奖扑资金纳入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省

级预算 (暂定 3年 )。 各地可统筹奖补资金及跛府性融资担猓

机构的相关政策和资金,用 于本地政府性融资担猓机构资本金

补充、担猓费用补助、代偿损失补偿等。

鬟忄九蘩 奖补资金根据绩效评价取得的基础数据和绩

效评价结果9实行因素分配。

1.担保业务规模困素 (权重 30%)◇ 某机构该因素的奖扑额

度,根据上年度小徼 (民 营 )企业和
“三农

”
担猓业务规摸中,

该机构业务规摸占缋效评价得分 70分 以主机构业务规摸的比

重,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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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硌 降低担猓费颧度因素 (权重⑾%)硷 某机构该因素的奖补

颧度p根搌土年度降低担猓费额度 (按实际捱猓费率与 娥的差

额确定 )申 ,该机构降费额度占缋效评价得分 70分以土枫构

降费总额的比鬟,计算确定。

3哆 资本金补充额度因素 (权重 10%)¤ 菜机鞫该因素的奖补

癞度,搌据土年度资本金补充额度慵况”该机构资本金补充颧

度占资本金补充i憩 额妁比重9诗算确定。

硌。风险金规模因素 (权重 10%)。 菜地该困素酌奖补额度 ,

根据上年束本级财政安排的风险资金池余颧情况,该地本缏风

险金规模占缋效评价得分 70分以上地方风险金规模患颧的比

蕈冫计算确定母

5。 绩效评价结果因素 (权重 20%)。 某机构该因素的奖补额

度,根据缋效评价结果情况。该机构得分占绩效评价得分 70

分以主机构得分患额的比重,计算确定。

篙耄鼙 酱蕙小馓蕙次贷歙翼补资蠹

第三幸蘩 为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民营和小馓企业支持力

度9激励银行发放小微企业首次贷款,从 20⒛ 年 ⑾月 1日 起”

省级财政对安耱小微企业首次贷款的经办金融机构予以奖励。

篾三幸一攥 省财政厅按照各地当隼新发放普惠小微首

次贷款额度鲫 0.5‰进行奖补。

普惠小微首次贷款为单户授信 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

贷款、小徽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且为在金融机构

首次获得的贷款,即此前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无贷款记录的

贷款9

篥三紫二攥 年度终了后,曲 普惠小微首次贷款发放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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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向当地人民镢秆分芟机构提交奖补申请,人 民银行分支飙

掬受理审核并汇i漶后,提交当地财跛部门复审¤市 (州 )财政

部门按照蔷惠金融申报审核统一时阆-△·求食汇患上报省财跛

厅。

∶拿暮芎蚤Λi量富量i啜 :董富葚:酆 0扌丨官:、 鼹丬}县索t扌甘:畲:亻↑l甚|jI∶簧1营玄i爸亍纛

篝蕊絷墓螽 市 (州
)、 县 (市 、区)财政部门每年负责

汇i憩 审核辖区内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赭料”经市 (州 )

汇葸后于次年 芟月 31日 前报省财政厅奋申请材料包括:

1￠ 上年度市 (州 )资金管理基本情况;

2。 上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报告,包括绩效目标及完戚

情况表,诫点城市绩效考核表以及相关佐证材料;

3肛 ⊥年度资金申请明细表及情况说明,包括不阃子顼囝需

求总额情况Q以及不同子顼目本级资金安排情况和中央、省级

资金需求f晴况 :

4。 本年度本级资金安排情况和中央、省级资金需求预诗需

求情况。

省财政厅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各地资金申报材料避行

审核汇总。需中爽财政负担的,按规定时间向财政部申报,并

抄送财跛部湖靶监管局。

篝三絷暇蘩 省级财政对创业撂保贷款贴息采敢年初预

菝、年终据实结算,对其他资金按年度据实结算仑省财政厅收

到中央财政下达的专项资金预算后,结合我省申报审核或缋效

评价结果,报请省政府批准后,在 30目 内将预算分解下达到

市 (州
)、 县 (市 、区)财政部门。并抄送财政部湖北监管局。

市 (州
)、 县 (市 、区)财政部门收到省级财政下迭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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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后9应搌搪资金性媵辚点以及省对市县骸定的缭算情况p经

审核死谖后争及时办理资金拨付手续》儆好箨度鳍算。创业掸

保贷款贴息曲经办银行按季申请”同级财跛部门按季审核拨

付,按隼度llB实缭算-具体流程按照鄂财金规 5号文办理。舆

他资金可绺合实际”曲相关飙构按年申请”同缀财政掇据试点

耱遘情况或敢策落实慵况佥及时审核拨付资金◇

畿九鑫 獭纛缝铍饔攫

笫蕊忄篮攥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按髁申央对地方专

项转移支付信氵恝公开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各级财政部门应

及时将资金拨付具体情猊对外公开,接受桂会监督。

翳二峰穴螽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按照顶算缋效管理的有

关规定,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专顼资金缋效管理9科学设定缋效

囝标和考核指标9可采取自评或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评价。根

据绩效评价结果完善跛策和资金管理。省财政厅侬据绩效评价

结果9调整完善资金分配方武”并对绩效不佳的建立遇出机制。

篝絷纛 腋鳌硷鳌

笫二屮奄攥 本办法涉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担猓基金运

营管理机构、政府性融资担猓机构等相关单位应当如实统计和

上报资金申请涉及的各项基础数据,对各项基础数据的真实

性、完整性及舍舰性负责?并对所属分支机构加强监管:

鳞三幸

^攥
 各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资金申请、审

核拨付及使用情况加强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和

反映,确保跛策资金落到实处。

翳二十九蘩 对耒按规定分担资金的地区9取消下年度获

得楣关使用方向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的资格。对查出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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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魇腱报耕料、骗取奖补资金的”应当及时骨以遣国。对被骗

取的奖补资金”曲市县有关部门自行查出的”曲阃级财跛鄯门

收囝◇曲省有关部门鲤织查出的冫曲省财政厅收回。曲中央有

关部闸组织查出的-曲 省财跛厅负赍追回并及时将中央资金上

缴中央财敢。

翳墓屮攀 各级财政鄯门及萁工作人员,以及申搌健用蔷

惠专顼资金的鄯氵】、单位`个人,存在遘反本办法规定以及其

他滥用职衩、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遘纪行为酌”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申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财跛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

定追究相应贵饪;涉嫌犯罪的9移送司法飙关处理。

翳峰蟀鼙 附则

篝至絷神攥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贵解释。

籍至幸三攥 本办法白印发之口起 30回 后施行”觜效期 3

年。原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9以本办法为准。

信患公开邋颐:主动公开

抄送:财敢部金融司、财政鄯湖北监管局,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猓障厅、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湖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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