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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策略 

史莹莹 

灌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灌南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就业扶持工作，就业扶持方面需要

花费更多的资金，如此对于扶持资金的管理就有很大的问题。为了使得就业扶持资金得到有效应用，进一

步发挥人力资源创业的带动和促使作用，本文将分析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提出针对性的

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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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my country's social and economic strength has been further enhanced, and the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mployment support work. Employment support needs to spend more funds, so 
there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management of support funds. In order to make employment support funds be 
effectively used and further play the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entrepreneurship in driving and promoting,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management of employment support funds driven by human resources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pose targeted manage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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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创业可以进一步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

合理有效应用，使得就业扶持资金能够为当前的一

切创业活动给予支持和帮助，提供一次性创业的就

业扶持补贴。为了使得就业扶持资金得到有效利用，

就需要加强对就业扶持资金的有效管理，对就业扶

持资金有效应用，使得其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就业

扶持资金的管理需要遵循基本的管理流程，要对相

关的信息进行预算管理、审核管理等，同时监管就

业扶持资金的去向，使得就业扶持资金得到科学合

理的应用，发挥出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 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概述 
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主要由各级人

民政府负责该项工作，在对各级失业保险待遇资金和

失业风险资金进行有效准备之后，有剩余的资金则用

于扶持就业工作，该项工作的开展需要遵循相关的法

律法规，按照基本的要求开展工作。人力资源创业带

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管理也需要遵循相关的规章制度，

使得管理流程更加规范、有效。对于人力资源创业带

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管理需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层次

性，资金负责和管理需要遵循一定的级别，要实现全

方位的管理和控制，这样能够使得人力资源创业带动

就业扶持资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管理，如此管

理效率和质量也会有效提升。对于扶持资金的管理，

需要“专款专用”，遵循相关的规定和要求进行使用，

使得就业扶持资金能够达到系统化的使用。在申领就

业扶持资金的过程中，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要求申

领，要使得申领过程更加科学化，严密进行申领，要

有效确保这些就业扶持资金可以发放到就业人员手

上，给予就业人员更大的帮助。就业扶持资金的支付

需要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要保障支付方式的公开透

明化，有效发挥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 
2 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筹集和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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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发放和安排

都是按照当年的补助政策开展工作，一级一级向下

进行安排，是将失业保险基金合理安排之后，对结

余的资金进行利用，应用到就业扶持方面。一次性

创业补贴和创业岗位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是按照

一定的政策标准提供给小微企业的补助，补助额度

是大于 1.5 万元，小微企业要获得补助，还是要按

照标准领取，要是第一次办营业执照，还需要为企

业中招纳的员工交够 12 个月的社会保险。个体户也

是作为创业人员提供扶持资金，个体户获得补贴的

标准同样是第一次办营业制造，要出示缴纳了满 12
个月的社会保险，补贴的创业资金是不低于 1 万元

标准。小微企业的创立招收到一些失业人员和高校

的毕业生，需要有劳动合同为证，同时还需要支付

给企业员工工资，则也会给予一定的扶持，获得补

贴是按照岗位标准申请的，每一个岗位的补贴标准

是 2000 元以上的标准，企业领取到的是岗位补贴。

个体企业和个体商户领取的一次创业补贴资金应该 
由省级和市级部门共同负责，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则负责每年的有关申请补贴的资料内容总

结，负责整个流程的安排和资金的发放，建立对应

的报告，提交上去进行确认。 
2.1 一次性创业场所租赁的补贴 
每年针对各院校毕业的人员如果需要租赁摊位

和门面进行经营，则给予一定的补贴，这些创业人

员第一次创业，而且经营时间超过了一年，如果初

期租赁创业场所没有获得补贴，则可以按照一次性

申领补贴的标准申请场所租赁补贴，按照不高于

3000 元的标准进行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对于需要

创业的人员，如果自身符合创业贷款申领的条件，

就可以申请担保贷款，贷款的期限规定是 3 年，按

照不超过 10 万元的标准贷款，而且国家还补偿贴

息。如果是小微企业的建立，如果符合一定的创业

条件和小微企业建立的条件，也是可以申请贷款的，

属于担保贷款 300 万元以下，贷款的期限是 2 年范

围，通常国家还是会给予 50%的贴息。了解基地入

驻的个体户、生存发展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因素，

结合实际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如果一些创业示范

基地已经得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的

认可，则可以直接给予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安

排，提供给其房租、宽带网络等各方面的补贴。还

有一些生产经营单位如果吸纳了贫困人口，符合贷

款申领企业，也是会给予担保贷款扶持。这些生产

经营主体都是首次享受创业扶持担保。 
2.2 创业示范平台补贴 
如果创办的是省级标准的孵化示范基地和示范

园区，省级需要给予一定的补贴，市级在省级的基

础上给予 20%的补贴。如果是市级标准的孵化示范

基地，其租赁的生产厂房占地 6000 平方米以上的范

围，入驻孵化实体按照 60 个的标准给予补贴，还包

括了就业人数 300人以上，就能够获得 50万的奖补，

如果有增加的创业实体户，也是同样会给予补贴，

标准是 1 万元一个实体户，奖金补贴的最高标准是

100 万元封顶。市级标准的创业示范园区，其中有

实体户 60 个，吸纳的就业人数 600 人以上，则可以

获得 50 万元的奖励补贴，如果后续有增加的实体

户，一个实体户按照 1 万元奖励补贴，奖励的最高

标准也是 100 万元。国家和政府给予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的奖金主要是应用在经营场地的租赁、创业服

务费用和管理运营方面的经费上，这些经费是不能

作为人员经费和建设经费进行应用。在给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进行奖励方面，还需要对孵化基地的实际

情况进行了解，了解基地入驻的个体户、生存发展

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因素，结合实际情况给予一

定的奖励。如果一些创业示范基地已经得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认可，则可以直接给

予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安排，提供给其房租、

宽带网络等各方面的补贴。 
2.3 创业大学补贴 
在市级范围内针对一些创业大学或者是学院同

样会有国家的补贴，标准是 40 万元，鼓励这些大学

和学院能够应用到培训实训、创业服务等各个方面，

但是这些费用的补贴不能应用到个人和基础建设方

面。 
2.4 职业培训补贴 
市级开展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遵循下达的培

训计划，对参与培训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考评，结合

最终的考评结果给予一定的补助，对于创业带动就

业扶持资金的安排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定进行审核、

发放。 
2.5 创业师资培训补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针对培训项目给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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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补贴，参与到培训中的学员会获得相应的补贴，

主要是关于创业咨询方面的相关培训，在培训中，

有的学员表现较好，获得资格证书，同样会发放补

贴，是 1800 元一人的标准。了解基地入驻的个体户、

生存发展情况、带动就业情况等因素，结合实际情

况给予一定的奖励。如果一些创业示范基地已经得

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认可，则可

以直接给予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安排，提供给

其房租、宽带网络等各方面的补贴。培训机构在申

请培训补贴时，需要上交相关的资料和材料，包括

提供培训人员所填写的申请表、培训人员名单等资

料，上交之后如果通过审核，则可以获得相关的补

贴，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补贴发放到指定的账户中。 
3 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措施 
3.1 加强管理和控制 
一是审核提交的信息资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主要是审核相关的材料，按照标准和流程进行

材料的归档和入库，最后进行资金的发放，要有效

确保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社会保障部门需

要将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都录入到对应的信息系

统中，建立对应的文档，之后一一针对这些信息进

行审核工作。另外，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数据库，

将所有的电子文档保存在其中，要对每一期的申请

信息进行审核之后，需要公布审核的情况，在网站

上公布的审核状况需要具体化，要公示资金审核名

单，同时对资金标准和金额进行公示，要确保公示

的结果具体化，网站上公示的所有信息要能够在各

个部门内容的共享。对于申请人提供的所有证明材

料，不能要求再次提供，这样也是为了提高审核的

效率，为了进一步节省审核时间。对于审核后的工

作需要财政厅的意见下来之后才可以进一步实施。

二是进行预算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财政

部门要对所有的扶持资金进行管理，要结合社会保

障条件和预算编制的相关要求对扶持资金进行核

算，在审核方面通过之后，要将该部分的扶持资金

列入年度失业保险基金中，最后则需要按照对应的

流程做好报批工作。三是做好预算执行管理。相关

部门按照资金的审核流程通过审核之后，对于支出

审核也通过之后则需要开展下一步工作。在下发了

补助资金的文件项目之后，要对所有的资金发放分

批进行，按照文件上的支出要求和标准下发资金，

是安排完失业保险基金之后剩余的资金进行支出。

各个地区的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都是需要进行合

理计算，这部分资金通常是会直接下发给一些申请

的单位或者是个人。对于扶持资金的发放是需要由

各级的财政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负责

的，需要相关的人员有效做好各部分的工作，按照

规定的程序完成对扶持资金的发放。同时对于预算

执行责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在审核方面提高

效率，资金的发放也需要及时进行。 
3.2 有效审核提交的信息资料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要是审核创业组织和

个人提交的申请资料，核对资料信息的准确性，同

时要对审核完成的信息资料进行存档保存，通常是

按照公共就业人才管理标准进行安排，存入到对应

的服务系统中，将提交的各类补贴方面的申请材料

进行分类存档，要对提交的各类信息材料进行审核，

建立系统化的信息数据库，保障信息的完整性和真

实性，在整个审核的流程中，需要针对审核的每一

个环节进行公示，将对资料的审核情况和补贴资金

的发放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内容需要具体化标明，

将获得补贴的各单位和个人名称进行具体化公示，

要有比较详细的公示内容。部门内部之间可以进行

信息的共享和获取，这样可以方便对信息的查阅。

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管理是需要采取

有效的方法，对信息进行审核是十分重要的，要实

现对申请材料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在对人力资源

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管理方面，需要对相关的

数据库和发放台账进一步完善，要对人力资源创业

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使用路径进行把控，使得资料

审核过程和资金的发放等各个环节能够透明化，要

将所有的信息在网站上公示，要保障就业扶持资金

的整个审核过程更加公平和公正，达到对扶持资金

的合理有效使用。例如，下图 1 是申请补贴需要提

交的申请表。 
3.3 加强决算管理工作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需要在每一年的年末要

对资金要进行对这一年度的资金对账工作，同时要将

该年度的资金使用情况整理出来，要将相关的资料发

送给财政部门，对于年度内资金的使用明细有效分

析，有效确保资金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财政部门要将

提交的相关信息进行统一汇总，将所有的信息整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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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决算，对于各个部分的信息都需要附带详细的

说明，将相关的信息进行报送。就业扶持资金通过做

好预算管理工作，就能够发挥就业扶持资金的有效使

用，在进行预算管理过程中，需要按照社会保障基金

的预算编制要求进行管理，同时要考虑到创业带动就

业的实际情况，如果需要进行预算管理的扶持资金通

过考核，则需要将其纳入失业保险基金的预算管理

中，做好对应的报批审核工作。 

 

图 1 补贴申请表 

 
3.4 实现就业扶持资金预算的执行管理 
对于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的审核完

成之后，就需要下达相关的文件，对补助资金的标

准进行明确，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按照

要求进行发放时，资金需要按照要求发放给对应的

申请人和申请单位，达到对扶持资金的执行管理，

要对拨付资金进行有效审核，促使执行管理工作顺

利开展。对于扶持资金的管理，需要“专款专用”，

遵循相关的规定和要求进行使用，使得就业扶持资

金能够达到系统化的使用。在申领就业扶持资金的

过程中，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要求申领，要使得申

领的过程更加科学化，严密进行申领，要有效确保

这些就业扶持资金可以发放到就业人员手上，给予

就业人员更大的帮助。 
3.5 做好监督检查工作 
关于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需要应用到正确的

途径上，不能将其应用到个人或者一些经费的报销

方面，有租赁费、差旅费等。对于就业扶持资金的

应用需要对每一个环节加强监督，财政部门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需要做好有效的监督审核，要不

定期地进行抽查资金的使用情况，对于资金应用不

到位的现象要及时通报。对于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

金，需要及时了解其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相关部门也需要积极配合各项检查工作。如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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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组织或个人没有对扶持资金合理有效应用，就

需要对个人或者是单位给予处罚，严格遵循相关的

处罚条件，给予严肃处理。如果其行为存在违法犯

罪，则需要其负刑事责任。例如，一些单位或个人

私自挪用扶持资金，存在贪污的现象，将资金没有

应用到正道上，就需要及时给予严肃处理，做好监

督检查对于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管理工

作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4 结语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为

创业人员和单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通过对扶持资

金进行有效管理，可以提高对资金的科学合理使用，

发挥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使得资金的应用更加透明

化，也能够进一步发挥创业资金对就业的扶持，为

更多的创业组织和个人提供机会，提供帮助，促使

他们更快发展。希望本文提出的人力资源创业带动

就业扶持资金管理的策略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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