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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人社 〔2021〕 59号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城 乡一体化

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 :

为加强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申报和管理工作,依据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的

通知》 (平政 〔2018〕 17号 )和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 〉的通知》 (豫财社 〔2018〕 8号 )文件及有关规定,参照

《河南省大众创业挟持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豫人社 〔201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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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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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

就业创业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平政 E2018〕 17号 )文件精

神,推进我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参照 《河

南省大众创业挟持项目管理办法 (试行 )》 (豫人社 E2017〕

77号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

秀项目 (以 下简称项目)申 报评审工作的组织实施,市财政局

负责项目补助资金的拨付工作。

第三条 项目评审工作坚持自愿申报、专家评审、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原则,通过评选优秀项目,发放项目补助资金,营造

良好创业氛围,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申报的项目。

第二章 申报条件及材料

第五条 申报项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

(一 )项 目及工商注册地在我市行政区域内。

(二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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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内首次创办的小型和微型企业 (标准参照 《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执行,企业形式的家庭农场可参照执行 )。

(三 )项 目在吸纳就业、科技含量、潜在经济社会效益、发

展前景、创新性等某一方面或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四 )符合我市产业政策方向,互联网十、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行业的创业项目优先。

(五 )创 业团队优秀,项 目法人为自主创业人员,包括:大

中专学生 (含毕业 5年 内的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

业生以及在校生,毕业 5年 内的留学回国人员 )、 退役军人、

返乡下乡创业人员、离岗创业人员及失业人员等。

(六 )至少吸纳 3人 (含 3人 )以上就业,且办理 《就业失

业登记证》或 《就业创业登记证》。

(七 )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和较为健全的财务规章制度。

(八 )法定代表人无不良信用记录。

(九 )有较好的创业发展计划和市场前景。

(十 )公司注册手续完善,有独立的对公账户。

(十 一 )已 经享受过大众创业扶持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示

范项目和返乡下乡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等省、市人社部门创

业扶持政策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

(十二 )申 报 8万元 (含 8万元 )以 上补助资金的项目除符

合 (一 )至 (十 一 )项条件外,还须具各以下条件 :

1.吸纳就业人数不少于 5人 (含 5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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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年营业收入基本达到小型企业标准。

3.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按 时

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等劳动报酬。

第六条 申报项目应提供如下材料 :

(一 )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申报表》 (附件 1)。

(二 ) 《项目发展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项目产品或服务、

市场前景分析、企业优势分析、创业团队及股权结构、项目经

营进展情况 (包括员工人数、总资产、销售量、利润等 )、 发

展规划、补助资金拟使用方向等部分。

(三 )项 目法人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大 中专学生提供毕业

证或学生证复印件,退役军人提供退役证明复印件,失业人员

提供 《就业失业登记证》或 《就业创业登记证》显示失业状况

页面的复印件,离 岗创业人员提供与原单位签订的协议复印件 ,

返乡下乡创业人员中是大中专学生、退役军人、失业人员、离

岗创业人员的,提供与上述人员同样的材料,属于返乡创业农

民工的提供在乡镇或农村的身份证复印件,不在上述范围内的

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应提供工商注册所在地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

处 )开具的证明材料。

(四 )项 目法人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

(五 )专利证书或行政许可证书及相关专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如果没有此类证书可不提供 )。

(六 )人社部门盖章的 《就业创业登记证》发放台账。

-5-



(七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结果截图电子版 (图

片清晰可见 )。

(八 )项 目经营场所视频 (8分钟以内电子版 )。

(九 )企业最近六个月银行流水单。

(十 )公司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

(十 一 )申 报 8万元 (含 8万元 )以上项目除提供 (一 )至

(十 )项材料,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

1.8分钟以内的项目介绍 PPT,主要包括 《项目发展计划书》

要求的内容 (仅提供电子版 )。

2.项 目最近 4个季度的税务报表。

3.最 近六个月的工资发放表、缴纳社会保险凭证,与 员工

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5人以上 )。

第三章 申报程序

第七条 项目申报程序 :

(一 )项 目申报。拟申报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的单位或个人 ,

将申报材料装订成册 (一 式两份 ),报送至项目所在地的县

(市 、区)人社部门。

(二 )县 (市 、区)核查。县 (市 、区)人社部门在收到本

辖区的所有申报材料后,要与当地的社保等数据信息系统进行

人员比对,并对申报项目进行实地核查,实名填写实地核查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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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申报项目真实可靠。

(三 )材料报送。县 (市 、区)人社部门汇总项目申报材料、

核查资料,填写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 目申报汇总表》

(附件 4)一并报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局。

第四章 评审认定

第八条 项目评审程序 :

(一 )评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专家对所有申报

项目进行实地核查并对申报材料进行集中评审打分,提出初评

意见,初 审确定入围资金补助项目名单及补助金额;对 已经通

过评审且申报补助资金 8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面评,项 目负责

人进行项目路演和现场答辩,专家现场评审,初步确定补助金

额。

(二 )数据比对。项目评审结果汇总后,把 申报的项目人员

信息与市社保大数据进行比对,筛选掉不合规项目。

(三 )公示。入围资金补助名单的项目在平顶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7个工作日。

(四 )评定。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研究认定后,按规定程序申请拨付项目补助资金。

第九条 评审淘汰机制:建立项目评审淘汰机制,贯穿项目

评审认定全过程,申 报项目因经营管理不善,在产品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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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环境保护、社会信用等方面出现较大问题,对社会造

成不良影响的,及 时予以淘汰。

第五章 扶持方式

第十条 项目扶持方式:

(一 )资金挟持:对通过评审认定的项目分别给予 2万元、

5万元、8万元、10万元的补助资金,资金由就业补助资金列

士
少廴 o

(二 )导师辅导:对有发展潜力的项目配各平顶山市大众创

业导师,实行
“
一对一”

或
“
一对多

”
创业指导帮挟。

(三 )跟踪服务:依托平顶山市大众创业导师团,为 重点项

目提供创业培训、创业孵化、项目融资和政策咨询交流等跟踪

服务。

第十一条 资金拨付:市财政局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的资金拨付申请,将项目补助资金拨付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由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拨付至各项目单位。申报

的项目补助资金于 6个月内统一拨付。

第六章 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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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含 8万元 )以 上资金补助的项目进行连续两年跟踪了解 ,

实时掌握企业发展动态,及时提供后续服务。

第十三条 建立项目信用记录制度,把 申报资料不实、提供

虚假信息的项目和申报人列入黑名单,取消其申报资格,且两

年内不得申报人社部门资金扶持项目。对套取、挪用、挤占补

助资金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除收回补助资金外 ,

交由相关部门按规定严肃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通知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负

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平人社 E2017〕 362

号文件同时废止。

本办法印发实施前,2021年未尽事宜,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1.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申报表

2.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实地核查表

3.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发展计划书

4.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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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所在县 (市 、区 )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申报表

创业实体名称

企业类型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其他___

注册成立时间 营业执照注册号 所属行业

企业员工人数 其中大学生人数 专利数量

经营场所地址 申请金额

创业实体总资产
企业

估值
年利润 年销售收入

法定代表人 .性别 学历 毕业年份

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人员类别

项目简介
(产 品、市场前景、核心优势及项目最新进展情况 )

(可另附页 )

县 (市 、区 )

人社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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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实地核查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11-

申报人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人员类别
毕业

时间

毕业

院校

身份证号
联系

电话

照片
(一 寸照片 )

注册 《营业执

照》时间

庭

址

家

住

经营地址

企业类型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其他 (在企业类型上勾选 )

企业主要合

伙人或股东

信息情况

联系电话

(可另附页 )

姓名    学历   主要经历

核查人员实地

核查意见

查看,该企业 (门 店 )目 前正常经营,且符合上报条件。

经办人员现场实地

日年

经 (部 门 )

(签名 )

月

县 (市 、区 )

人社部门意见

年

(盖章 )

月   日

备注:本文 两份,县 (市 、区)人社部门、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局各保存一份



附件 3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发展计划书

一、项目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能解决用户的哪些问题 ;

二、项目市场前景和主要客户 ;

三、企业优势劣势分析 (例 :sWOT分析);

四、创业团队 (核 心创业成员的工作经历、专长及研发

成果 );

五、项目经营进展情况 (产 品开发情况、企业总资产、员

工人数、最近 6个月销售量、销售收入、利润及企业估值等 );

六、未来发展规划和市场拓展计划 (项 目未来两年发展规

划及市场拓展计划 );

七、补助资金的主要用途;项目面临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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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团队和股东信息

成员姓名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人员类别 企业职位 联系电话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人员类别 企业职位 持股 比例

户名

开户行 账户

其他创业扶持政策享受情况

政策名称 享受时间 金 额

本项目申报材料均真实可靠 ,

如有不实责任自负。

(企业盖章 )

法人代表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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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平顶山市大众创业优秀项目申报汇总表

推荐县 (市 、区)人社部门: (盖章 )

注:此表各县 (市 、区)人社部门需同时上报盖章纸质件及 excel电子表。

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法人代

表姓名
身份证号 人员类别 联系电话

对公账户信息

开户行 开户名称 开户账号

旧日
F
■

■
■
日
日
日

田
■
口
日
■
■
口
日
日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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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5日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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