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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表

申 请 人：

联系方式：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贷款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及基本程序

一、贷款申请人填写《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表》（一式

二份）并提交以下材料：

1.身份证明，包括《居民身份证》、《就业创业证》等原件及复印

件；

2.营业执照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及复印件；

3.符合条件的反担保措施及相关材料；

4.合伙创业的还需提供证明符合条件人员合伙创业的合伙协议

或章程；组织起来共同创业的需提供与组织起来就业人员签订的 1年

期以上《劳动合同》或《劳动合同备案名册》；

5.人民银行提供的个人信用报告（已婚需提供夫妻双方个人信用

报告）；

6.担保机构及经办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担

保机构对贷款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由担保

机构与经办银行联合对贷款申请人及反担保情况进行现场审核。审核

合格后，与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签订相关合同，贷款申请人到经办银

行领取贷款。

填 表 说 明

一、填表人需如实填写、不得涂改，字迹要端正、清楚。

二、所填姓名要与户口本、身份证一致。

三、“照片”一律用近期二寸彩色照片。

四、贷款申请人身份类型按前后顺序选择一项。

五、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



贷款申请人基本资料

姓 名 性 别

正面免冠

彩色照片

（2寸）

家 庭 住 址

联 系 方 式

贷款申请人

身份类型

□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

失业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网络商户；□城镇登记失业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复员转业退役军人；□刑

满释放人员；□其他人员

家 庭 主 要 成 员 情 况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联系方式 关 系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承诺书

本人自主经营 （项目名称），

安置就业人数 名。本人自愿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万元，申请贷款

期限 年（最后获得的贷款额度及期限同意以合同为准）。

本人承诺此表所填真实无误，此笔贷款到期保证按时足额偿还，如若出

现贷款逾期，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并放弃诉权。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自然人保证反担保方式
姓 名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反担保人收入证明

*****担保机构：

兹证明 先生/女士系我单位正式在职员工，现任

职务或职称 ，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 年。该同志

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税后）为￥： 元，（大写：）

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身份证号码：

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印章

年 月 日

证明公章要求为单位公章或人事劳资部门印章，其他印章无效；



抵(质)押反担保方式

抵（质）押人名称 联系方式

财产共有人名称 联系方式

抵（质）押物证号

第三方机构反担保方式

第三方机构名称

经营项目（范围）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附件 2

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企业担保申请表

申 请 人：

联系方式：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贷款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及基本程序

一、贷款申请人填写《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企业担保申请表》，

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二份）：

1．营业执照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和复印件，以及

相关的行业准入许可证；

2．企业简介与企业章程；

3．近期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等相关财务资料；

4．企业吸纳就业情况相关材料：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全部员工《劳

动合同备案名册》或《劳动合同》，符合条件人员名册及相关证明等；

5. 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的信用记录（暂不能出具信用

记录的，企业出具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承诺书，企业

工资表、工资发放凭证）；

6．符合条件的反担保措施及相关材料；

7．担保机构及经办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注：申请贷款企业简介应包含：企业概况、企业主营业务、企

业生产经营状况、企业高管及人员情况、企业贷款金额、用途及反担

保情况等。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担

保机构对贷款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由担保

机构与经办银行联合对贷款申请人及反担保情况进行现场审核。审核

合格后，与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签订相关合同，贷款申请人到经办银

行领取贷款。

填 表 说 明

一、 填表人需如实填写、不得涂改，字迹要端正、清楚。

二、 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

三、 此表与其他申贷材料一起装订成册。



贷款申请人基本资料

申请企业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地址

经营项目（范围）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当年新招用符合

条件人员人数

职工总

人数

新招用人

员占职工

总数比例

其中新招用各

类人员人数

高校毕业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残疾人：

复原专业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承诺书

*****担保机构：

按有关政策拟向吉林省再就业小额贷款担保服务中心提出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本公司承诺此表所填资料真实无误，此笔贷款到期保证按时足额偿还，

如若出现贷款逾期，自愿接受强制执行，并放弃诉权。望给予扶持。

贷款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自然人保证反担保方式
姓 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反担保人收入证明

*****担保机构：

兹证明 先生/女士系我单位正式在职员工，现任

职务或职称 ，已连续在我单位工作 年。该同志

在我单位平均月收入（税后）为￥： 元，（大写：）

人民币 万 仟 佰 拾 元整。

身份证号码：

上述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印 章

年 月 日

证明公章要求为单位公章或人事劳资部门印章，其他印章无效；



抵(质)押反担保方式

抵（质）押人名称 联系方式

财产共有人名称 联系方式

抵（质）押物证号

第三方机构反担保方式

第三方机构名称

经营项目（范围）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附件 3

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企业贴息申请表

申 请 人：

联系方式：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贷款申请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及基本程序

一、贷款申请人填写《吉林省创业担保贷款企业贴息申请表》，

并提交以下材料（一式三份）：

1．营业执照或有关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等原件和复印件；

2．企业吸纳就业情况相关材料：经人社部门备案的全部员工《劳

动合同备案名册》或《劳动合同》，符合条件人员名册及相关证明等；

3. 吉林省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出具的信用记录（暂不能出具信用

记录的，企业出具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承诺书，企业

工资表、工资发放凭证）；

4．担保机构及经办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合格

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审查意见后，申请企业和经办银

行签订相关合同，办理相关手续，并将此表与《借款合同》报财政部

门备案后，经办银行发放贷款。

一、 填 表 说 明

一、填表人需如实填写、不得涂改，字迹要端正、清楚。

二、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填写。

三、其他材料需要装订成册。



申请企业名称

经营项目（范围）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企业类型

□中型企业

□小微企业

企业职工总人数

当年新招用符合

条件人员人数

当年新招用符合

条件人员人数占

职工总数比例

其中新招用各类符

合条件人员人数

高校毕业生：

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残疾人：

复员转业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