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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

荣。在拉动就业上，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但在疫情影响

下，如何确保他们正常运转？融资是关键！

前不久，四平市蓝精灵潜能开发幼儿园，

就通过“信易贷”平台贷到了款。要知道，该

笔贷款可是东北三省在“全国中小企业融资

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上的首单交易！

“前年和去年我们园就陆续投了300多

万元，可依旧有缺口。后来我在‘信易贷’四

平站登录注册并申请，没过多久就从交行拿

到了80万元贷款。”蓝精灵幼儿园园长程海

峰说。

除了程海峰，四平市刘超白钢铁艺装潢

部负责人也是受益者。“今年，我们建筑装潢

工程开工比较晚，经营面临很大压力。可有

了‘信易贷’的4万元贷款，我的企业已经复

产了。”

据“信易贷”四平站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四平市已入驻“信易贷”金融机构15家，发布

金融产品27个；注册企业数量达2340多家，

融资需求640笔，需求金额17.1亿，意向金额

1.93 亿，104 家小微企业已成功实现融资

8100多万元。在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

关键的三四月，四平企业实现融资达6000多

万元。

为切实解决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融资慢”难题，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展

对“稳增长、调结构、保就业、惠民生”的促进

作用，去年四平还推出《四平市推进续贷不动

产抵押登记的实施方案》“无还本续贷”制度，

企业在贷款到期前，主动向银行申请续贷，银

行审核同意后，不用倒贷即可重新获得贷

款。“无还本续贷”为企业融资减少过桥费用，

降低企业负担，减少企业融资续贷的时间，有

利于企业发展。

今年2月，四平市金融办和市工信局搜

集并汇总全市37家工业企业总计融资需求

19.69亿元。其中，已复工工业企业21家，融

资需求18.36亿元，拟复工工业企业16家，融

资需求1.33亿元推送给金融机构，工商银行

四平分行、建设银行四平分行给予吉林益民

堂制药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2469万元的信

贷支持。4月14日、4月20日、5月8日、5月

13日和5月27日，他们召开了五次融资对接

活动。分别召集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和金融机

构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对接，以专业的角度化

解企业实际难题，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问

题。5次对接活动金融机构累计为有融资需

求企业发放贷款9.1亿元。

此外，借助互联网时代，四平的“线上”服

务也全面开展——

一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相继推出线上快

速申请办理的信贷产品，如工商银行推出的

“经营快贷”是运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为

小微客户提供的在线融资服务，下载APP后

线上办理快速审核。

二是四平市金融办建立了四平市融资服

务工作群，邀请辖区内金融机构信贷经理，铁

东、铁西、红开区、经开区金融办和企业家加

入工作群，群里随时推送金融机构最新的信

贷产品和相关优惠政策，企业可以在群里请

教办理贷款等相关问题，同时有需求的企业

可以直接同意向银行进行沟通，更加方便快

捷，提高企业融资效率，解决融资难题。截至

目前，四平已为盛煊玻璃等6户企业发放贷

款1060万元，为世宝机械授信6000万元。

下一步，四平在推动“无还本续贷”工作

的同时，将继续利用四平市融资服务工作群，

直接掌握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做好银企对接

活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建立

月通报制度，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

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及重点项目信贷投放

力度，开发新型的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不断

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援
企
稳
岗
扶
就
业

创
新
创
业
带
就
业

—
—

四
平
市
抓
﹃
六
保
﹄
促
﹃
六
稳
﹄
系
列
报
道
之
一

本
报
记
者

崔
维
利

刘
艳

实
习
生

杨
率
鑫

6月25日2时多，天空中还有星星眨眼，四

平万邦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内已是熙熙攘攘，全

是前来批发农副产品的商户。

明眼人看出来，这热闹空前的“一买一卖”，

源自四平拉动消费、促进就业的大动作。据统

计，万邦一期项目日均交易量已突破1亿元，部

分农产品覆盖面积半径已达500余公里。目前，

项目已建成的5万立方米地下低温冷库，是东北

三省单体最大的地下低温冷库。

有产业就有链条，有链条就有保就业的枝

蔓。据悉，万邦项目一期的建成，不仅带动了周

边54个村的村民靠种植果蔬增加收益，还直接

拉动了当地数以千计的百姓就业。“首先，农民

的菜在我们这根本不愁卖；其次，不算外来客

户，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地客户来这里做生意，让

大批待就业人员实现就业。”万邦公司总经理郭

健说。

除此之外，在今年四平的“三早”行动项目

集中开工会场上，“万邦”再次迎来高光时刻：总

投资9亿元，占地12万平方米的北方万邦·东北

农产品批发市场二期项目破土动工，项目包括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物流与仓储、城乡高

效配送总仓、农产品进出口内陆港等子项目。

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建成后,预计年可实现产

值1.5亿元、利税0.5亿元，带来更多的就业岗

位。

为发挥投资对就业带动作用，四平还加强

重大项目储备,激活民间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棚户区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工程,不

断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

动市内重大项目建设用工优先使用贫困劳动

力。

破解制约项目复工、开工、建设、竣工、投产

的“瓶颈”，四平在项目谋划上下功夫，推进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和项目建设，带动居民就业。1

月至5月，全市共实施重点工业项目83个，项目

总投资97.9亿元，预计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5.56亿元，同比增长16.8%。这些项目中，公益

性项目以政府投资为主，经营性项目以市场化

推进为主。同时，积极引导民间投资，定期向社

会推介发布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包，鼓励民间资

本参与建设。

在变化中求机遇，在创新中开新格局。4月

18日，经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四平东

大风机工程有限公司的口罩生产线正式运营，

四平市第一家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生产线正式

投入生产。

在东大风机的设计室里，标有“滤菌防尘、

透气性佳、加厚材料”的包装设计雏形清晰明了

地展现了其优点及实用性。公司总经理王日光

说：“疫情期间，我购买了20万元口罩捐赠给社

会，但我逐渐意识到，捐赠口罩不如生产口罩，

与其让大家等口罩，不如自己生产。这样不仅

能让企业更快地复工复产，还能让更多的人就

业不失业。”

为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四平对符合条件

的市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给予土地保障、财政

奖补等政策扶持,并向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困

难人员、退役军人、贫困劳动力等重点群体人数

较多的企业给予重点倾斜。加快实施阶段性减

免、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减免期间企业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顺延，持续落

实阶段性降低工伤、失业保险费政策延续到

2021年4月；重点对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

返还失业保险费,对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对省级返乡创业基地

给予补贴,对企业融资进行资金扶持。

2月21日至24日，为支持市内重点企业复

工复产，四平组织人力资源机构为白象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四平分公司招录员工，共有120

名求职应聘人员进行面试上岗。此外，设置临

时公益性岗位，4月至5月，共带动就业354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163人。

疫情期间，为帮助务工人员及时了解并掌

握有关政策制度、重点行业、业务流程以及成功

经验，四平主动开展线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积极推广“互联网+技能提升培训”，实现“线上

学习”与“线下实操”相结合的职业培训新模式，

做到足不出户学技能。

为确保培训质量，四平市就业局技能培训

科通过信息化手段主动征集和确认企业以及农

民工培训意愿，对适合采用在线方式开展培训

的人员，优选从事多年培训经验的四平市新跃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利用钉钉线上公共职业技能

培训平台，通过在线直播、视频录播、线上互动、

屏幕分享等形式，从授课平台搭建、教材配置、

讲师聘请、课时设置、学员管理及后台分析监管

等环节，结合线上教学和专业实际开展视频培

训、远程输送等线上培训教学。网上培训课堂

可支持百万学生同时在线上课，同时多群联播

覆盖广大农村城市，自带语音连麦互动功能，支

持回看回播。解决学员因直播没有时间统一在

线观看问题。课堂免费开放，不限容量。

截至目前，开展“停班不停训，停工不停学”

的线上就业培训行动以来，四平共开设了三期

网络培训班，覆盖铁西平西乡，獾子洞村、西八

大村、东八大村等周边村屯，线上发布培训微课

60堂，涉及餐饮、育婴等课程。疫情结束后，学

员还将参加线下培训，由老师现场授课指导，集

中答疑解惑。本次培训课程内容除专业知识

外，还增加了疫情防护、心理疏导等安全卫生内

容，其方便、快捷、安全、信息量足的培训方式得

到参训学员认可。

对市区内街道、社区劳动保障所（站）工作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四平继续加强职业指导、职

业介绍，面向企业宣传就业政策，多方收集用工

信息，利用现有网站发布用工信息，加强与企业

沟通，做好跟踪服务；牵头设计、助推成立了劳

务输出联盟、四平市创业联盟和培训联合体，全

方位帮助群众上岗就业。此外，依托就业信息

系统，四平市就业局运用线上、线下双向制公共

就业服务模式，开展网上招聘活动，通过网络发

布信息到各县（市）、区就业服务平台，并且通过

劳动者的反馈及时调整发布。

为广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他们将职

业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稳

定农民工岗位、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助力贫困

劳动力增收脱贫的重要抓手。运用校企合作、

校校合作多元化办学模式，结合市场需求、农民

工培训意愿和农民工自身实际，开展大规模、广

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涵盖种植、养

殖、保安、保洁、家政、养老等易接受、易操作的

技能教授，注重增强实际操作能力。目前，四平

已建成两个农技工品牌培训基地，今年已完成

农民工向农技工转型培训近1000人次。

此外，进一步推动“双创”带动就业示范工

作，四平培育“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双创”平

台，围绕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电子商务等领域，

开展“双创”带动就业示范工作。对带动就业成

效突出的项目，重点培育、重点宣传。积极推进

大学生、科研人员、失业人员等各类群体创业发

展，对符合群体特性的创业项目给予扶持。

依托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闲置厂房企业，四

平相继建立4个大学生创业园，吸引众多大学

生来此创业发展。创建省级返乡创业基地10

个、返乡创业示范乡镇7个，全市返乡创业联盟

共吸纳企业350户，带动就业1300余人。目前

全市建有“双创”平台30家，在孵企业657家，毕

业企业190家，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7799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六稳”工作、“六保”任务，就业都摆在首位。保居民就业，是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今年受疫情影响，四平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但危机中孕育着新机，变局中可开启新局。四平市委、市政府解放思想，多措并举：落实一系列就业政策，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推动创新创业；为企业送员工，

为百姓送岗位，千方百计保居民就业。截至5月末，四平市新增就业7948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913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807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9.3万人。其中，输出就业10.51万人。

项目带动、消费拉动促进就业——

投资+消费 夯实硬支撑

多方发力、破解瓶颈助力就业——

“信易贷”+新举措 破融资难题

聚聚
焦焦

聚聚
焦焦 线上学习、线下实操推动就业——

互联网+培训 提升职业技能

聚聚
焦焦

白象食品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白象食品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招聘会现场招聘会现场。。 付宝辉付宝辉 摄摄

四平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四平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王健王健 摄摄

今年今年22月月，，四平市组织一批农民工去四平市组织一批农民工去

江苏支援企业复工生产江苏支援企业复工生产。。付宝辉付宝辉 摄摄

↑为有效盘活“双停企业”闲置资

产，四平市因企制宜、精准服务，为企

业排忧解难。图为吉林省盛煊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王健 摄

←在返乡创业基地忙碌的务工人

员。 付宝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